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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 辉 张壮伟）
3月 25日至 29日是第三个中国麻醉
周，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敬畏生
命，关注麻醉——安全舒适保健
康，麻醉医师在身旁”。为响应国家

“健康中国”战略，进一步做好公众
科普工作，3月 27日，市医学会麻
醉学会分会组织专家在金世纪广场
进行宣传义诊活动。

据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
刘白莎介绍，麻醉医师常常被社会
称为“麻醉师”，被认为他们的工作
就是“打一针”那么简单，其实不
然。常言道“外科医生治病，麻醉
医生保命”，作为手术室里的“内科

医生”，他们不仅要让患者安静地
“睡过去”，也能让患者平静地醒过
来。麻醉医师作为幕后英雄，默默无
闻地为手术患者的安全保驾护航。

此次宣传活动包括免费测血
压、测血糖，健康宣教，发放科普
手册，针对无痛检查、术后镇痛等
方面问题提供咨询，分娩阵痛体验
仪现场体验，发放小礼品，科普讲
座等。在活动现场，与会专家为群
众分发宣传页，解疑答惑，并免费
为广大群众量血压、测血糖等。此
次活动不仅为广大群众解答了心中
的疑惑，而且对提高麻醉学在社会
公众的认知度起到积极作用。

春季常见传染病及预防方法
春天万物复苏，春暖花开，也是传染病高发的时节，下面就介绍春

季常见传染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水痘等。
预防方法：1.接种疫苗，免受感染；2.开窗通风，远离人员密集

区；3.补充营养，提高免疫力；4.加强锻炼，提高体质；5.注意个人卫
生，养成良好习惯；6.适当消毒，远离传染源。

烟草中有哪些有害物质
烟草燃烧的烟雾中含有 7000多种已知的化学物质，它们是造成吸

烟者成瘾和健康损害的罪魁祸首。主要有害成分包括：尼古丁、焦油、
一氧化碳、胺类、酚类、烷烃、醇类、多环芳烃、氮氧化合物、重金属
元素镍、镉及有机农药等。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问：献血后多长时间能恢复到献血前的状态？
答：献血后人体“血库”内储存的血液迅速进入血液循环系统使循

环血量保持平衡。成年健康人一次献血 200—400毫升所失去的血浆蛋
白在1—2天内即可得到补充，红细胞及血红蛋白在7—10天即可恢复到
献血前的水平。 （市中心血站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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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中国麻醉周”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春风送暖，
梨花飘香。4月 1日，商丘市食品安全

“六进”主题系列宣传活动——食品安
全进农村，在宁陵万亩梨园启动。当
天，他们通过精彩的文艺节目演出、发
放食品安全资料、食品安全常识问答
等多个环节，让群众参与到食品安全
宣传中来，收到了很好宣传效果。

“今天我们走进宁陵梨园开展食
品安全宣传活动，是宣传食品安全的
最有效措施、最直接的方式，这样走
进基层的宣传活动形式非常好，面对
面宣传、心贴心传达，将真正让食品
安全进万家、入民心。”市政府食安
办副主任、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伟
介绍，市政府食安办、市市场监管局

联合商丘市食品药品新闻协会及宁陵
县政府食安办、宁陵县市场监管局，
共同在宁陵石桥万亩梨园开展食品安
全“六进”主题系列宣传“进农村”
活动，是一次对食品安全工作进行全
方位、广覆盖、多层次的宣传。

去年以来，我市把食品安全当作
重大政治和民生问题来抓，在强化政
府责任、完善监管体制、探索监管创
新、加大整治力度的同时，将食品安
全纳入公民法制普及、科普常识、职
业技能和学生课堂教育，扎实推进食
品安全宣传活动，促进人民群众食品
安全消费行为健康理性，受到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好评，全市食品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

著名歌手孟飞、黄斌分别激情献
唱《魅力商丘》、《我的老父亲》等原
创歌曲，点燃了现场氛围；资深豫剧
大师吴心平送上三段豫剧，让梨乡百
姓过足了戏瘾；商丘古琴学会会长李
双序带领两名弟子现场演奏古琴曲，
给梨园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在文
艺节目演出期间，主持人还不时与观
众互动，向大家讲解食品安全常识，
并邀请群众上台互动，当场回答什么
是“五毛食品”、什么是“三无食
品”等问题，让群众更直接地参与到
食品安全宣传中来。

市政府食安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样把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搬进梨园，
搬到广大人民群众身边，就是想通过

这种面对面的形式，将食品安全相关
常识及法规送给广大人民群众，让大
家掌握食品安全知识，在大家食品安
全受到危害时能及时拿起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活动现场，大家共同参观了宁陵
县市场监管图片展和特色食品一条
街。宁陵县政府食安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后他们将联合各成员单位，整
合相关资源，在商丘市食品药品新闻
协会的协助下，建立起一支专业化、
宣传形式多样化的宣传队伍，找准宣
传重点对象，多开展食品安全进农
村、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等六进
系列活动，真正把食品安全宣传深入
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精彩文艺节目演出 发放食品安全资料 食品安全常识问答

我市启动食品安全进农村宣传活动

本报讯 （徐 阳 陈 晓） 日前，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消防安全
知识系列培训，特邀商丘市慧安消
防林波教官到会授课。

培训会上，林波结合真实案
例，详细讲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和
严峻性，解读了消防法规以及消防
安全“四个能力”，即检查消除火灾
隐患的能力、组织扑救初起火灾的
能力、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的能力和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的能力。

培训内容要求大家要居安思危、
防患未然，重视对消防通道、消防设

施、易燃易爆物品等进行定期和不定
期的检查。社会单位及家中应备有
灭火器、防烟面具、灭火毯、消防逃生
绳和多功能安全锤等消防器材。火
灾初起阶段是灭火最有利的时机。
在火灾初起阶段控制火势的最佳手
段是及时利用灭火器扑灭火源。

林波还为大家介绍了几种常见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和适用范围并进
行现场演示。发生火灾时，要沉着
冷静，根据火势实情选择防烟面
具、逃生绳、多功能安全锤等合适
的自救工具。

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市中医院超声科成立于 1985年，
是商丘市成立最早的超声科之一，在
学术带头人张红艳主任的带领下，科
室日益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专科联盟单位，2010年
该科被授予市“巾帼文明岗”称号，
每年带教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实习
生 10 余人、社区及县级进修医师 5
名。目前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医
德高尚、治学严谨的医师队伍，科室
现有副主任医师 2 人、主治医师 3
人、医师6人、技师2人等。

科室医疗设备先进，配备国内外
知名品牌的高档彩色超声仪 7台，其
中包括美国 GE：Vivid E7、 Volu⁃
son E10；PHILIPS： HD15、IUL 讠
te；西门子 X700、ACUSON 等高档
彩色超声诊断仪，以及便携式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查仪，配备最先进的各类
型探头和分析软件，功能齐全，性能
良好，图像清晰，分辨率高，可满足
全身脏器的检查需要。超声科设有门
诊、急诊、住院超声诊断床旁检查及
体检科超声检查，主要承担常规腹
部、浅表器官、心血管及妇产超声的
诊断与治疗任务。

为给病人最精确的诊断，在技术
方面张红艳要求精益求精，熟练掌握
了超声所能检查的范围：包括颅内段
血管超声、颈部血管超声、四肢血管
超声等技术。并在我市率先开展胃肠
超声造影，四维彩超、腔内彩超、全
身各脏器占位性病变的超声造影等技
术，还开展了全身介入超声：超声引

导下肝癌、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等
射频消融技术；胸、腹水置管，甲状
腺细胞学穿刺，锁骨下静脉置管，全
身脓肿、囊肿穿刺置管等技术。促进
了超声科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和提
高，为临床各科室提供了可靠的诊断
信息来源，成为临床各科室信赖的主
心骨。虽然平时工作非常繁重，但张
红艳仍积极组织参加临床危重和疑难
病例、罕见病例的诊断和会诊讨论工
作，赢得了广大患者的充分信任，改
善了医院超声医疗环境。

据介绍，超声科的诊疗范围有：
1.心脏及四肢血管超声诊断。包括先
天性心脏病、风心病等的诊断。2.腹
部、小器官超声诊断。包括消化系统
如肝、胆、胰、脾病变；泌尿生殖系
统如肾、膀胱等；小器官如甲状腺、
乳腺、局部皮肤等病变的诊断。3. 妇
产科超声诊断。包括子宫、输卵管、
卵巢病变经腹及经阴道超声、胎儿畸
形筛查及发育情况评估。4.介入超声
开展了脓肿、囊肿、积液的置管引
流。5.肌骨超声包括皮肤、外周神
经、肌肉、肌腱和关节等疾病的超声
诊断。 6.产前诊断开展NT检查、胎
儿心脏检查、胎儿畸形系统筛查等。

打造特色中医诊疗品牌
——访商丘市中医院中医特色治疗室主任刘成波

本报记者 宋云层

小探头下的大发现
——记商丘市中医院超声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市中医院中医特色治疗室是我市
开展最早的中医特色治疗科室，多年
来深受市民的认可与欢迎。为什么
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有效”。科
室主任刘成波在继承中医传统疗法的
基础上，不断整合创新，总结出了一
套成熟的中医综合疗法经验，通过中
医经络方法治疗各种常见病、慢性
病、疑难病，在“治未病”、健康保健
等方面取得了疗效。别看现在在别人
看来刘成波已经“功成名就”，但在医
学这个领域，学习必须是终身的，为
了学到更多中医知识，提高对疑难病
的诊治水平，他给自己下个任务：每
天凌晨5点起床，早起一小时读书。

学以致用，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
效果，刘成波研制了多种独特诊疗方
式，多穴位脐灸法、中药通络膏、药
频疗法、药灸疗法等。通过联络全身
经脉，疏通气血，调理脏腑，用以治
疗已病和未病。“中药通络膏的研制，
我都会先在自己身上反复试用，找感
受、找温度，找疗效。”刘成波主任
说，为此，他的皮肤也没少遭罪。

谈到自己的从医之路，刘成波主
任说，他家三代为医，他的爷爷、父
亲十多位亲人都是医生。小时候，看

到很多病情危重的病人在父亲的诊治
下一点点好了起来，父亲就特别有成
就感。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特别
忙，无论什么时候，家里的电话一
响，父亲就匆匆赶往医院，再忙再
累，父亲也毫无怨言。在家人的耳濡
目染下，他也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为
更多的人解除病痛。待他自己成为医
生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为病人解除病
痛的成就感，真的可以冲淡一切。

刘成波说，中医治病，讲的是辩
证，一人一方。即使是两人同是腹
泻，导致腹泻的原因不同，调理的方
法也不一样。为了拓宽治疗方式，刘
成波潜心钻研古方，他根据脚上的穴
位，尝试着让病人用脚进行“吃药”，
经过长时间研磨，他为不少病人制订
出特色的中药泡脚方案。

除了中药泡脚之外，他还研制了
不通过胃肠的治疗方式：药枕，他在
枕头里面也加上药，进行治疗，特别
对失眠、神经衰弱这方面的病人效果
都非常好。

中药通络膏，更是中医特色治疗
室的特色，把中药通过膏状的形式敷
到病人身上，通过传导把药气传到病
人身上。隔盐灸、隔姜灸、督灸、多
穴位脐灸法等多种特色古法，让不少
患者大大受益。

刘成波说，中医特色治疗室将不
断提高诊治水平，坚持以病人为中
心，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康复方案；
并发扬中医的优势，满足市民的养生
需求，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国医的魅力。

本报讯（郭余江）“真的感谢张
传林医生，是他给了我老伴第二次
生命！”日前，我市 88岁老人谢立
影从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患者家
属激动地说。

据介绍，今年春节后不久，我
市 88岁老人谢立影忽然背部疼痛，
咳嗽严重，喘息困难，昼夜难以入
睡，之前因病8次住院治疗。2月22
日，老人住进了市第一人民医院，
该院骨科专家张传林到病房查看病
情。通过核磁拍片，检查结果为胸
闷、心功能不全、腰椎骨骨折。张

传林给患者家属提出了两种治疗方
案，一是因病人年龄较大，再加上
长年偏瘫，又有高血压、心脏病等
病症，保守治疗回家休养。二是做
微创手术，从进手术室到出来一个
小时左右，具有危险性，局部麻醉
需要病人很好地配合。

患者家属决定采取第二种方
案。随后，张传林亲自主刀，顺利
完成了手术。手术后当天下午，病
人疼痛就缓解了，家人也松了一口
气。经术后拍片检查，手术很成
功。目前患者已经出院，恢复良好。

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专家

给88岁老人第二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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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① 44月月11日日，，民权县疾控中心工作民权县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在给孩子们讲解疾病防控小常识人员在给孩子们讲解疾病防控小常识。。
近日近日，，该县疾控中心该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深入全县各深入全县各
中小学校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向孩子们向孩子们
宣讲春季传染病防控常识宣讲春季传染病防控常识。。 孙孙 琰琰 摄

图②② 33月月 2828日日，，博爱志愿者联合会博爱志愿者联合会
联合市立医院医疗志愿者在好人广场开联合市立医院医疗志愿者在好人广场开
展义诊活动展义诊活动。。现场免费进行颈腰痛特色现场免费进行颈腰痛特色
诊疗诊疗、、生命体征测量生命体征测量、、血糖监测血糖监测等等，，受受
到群众一致好评到群众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邢邢 栋栋 摄

图③③ 日前日前，，参加高招体检的考生正参加高招体检的考生正
在商丘艾瑞体检中心在商丘艾瑞体检中心体检体检。。商丘艾瑞体商丘艾瑞体
检中心作为我市高招体检定点单位检中心作为我市高招体检定点单位，，自自33
月月 2626 日开始为市一高日开始为市一高、、回中回中等学校的等学校的
80008000多名学生体检多名学生体检。。 王雅茜王雅茜 孙孙 伟伟 摄

图④④ 33 月月 2828 日日，，市中医院举办市中医院举办谈谈
““心心””会会。。医务人员从用药医务人员从用药、、饮食饮食、、诊断与诊断与
介入治疗介入治疗、、术后恢复等术后恢复等方面为大家讲解了方面为大家讲解了
冠心病预防与治疗的相关知识冠心病预防与治疗的相关知识。。

实习生实习生 王雅茜王雅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