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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单采血小板者可以享有何种权利
捐献单采血小板和捐献全血一样，都是一种以救死扶伤为目的

的志愿无偿奉献行为。根据 1998年 10月 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献血法》，献血者本人及其父母、子女、配偶可以按照相关规定
和标准报销血费。献血者累计达到一定的献血量，可以获得国家颁
发的无偿献血奉献奖。 （商丘市中心血站供稿）

宁陵县卫健委

强化业务学习 提高业务素质
本报讯（刘志国）为持续提高

全县医疗卫生单位卫生技术人员的
业务素质，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今年以来，宁陵县卫健委加强全县
医疗卫生单位业务学习。

坚持每周四业务学习制度，全
县医疗机构制订学习计划，组织业
务骨干进行讲解，全面开展卫生法
律法规及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学习
及培训，医政股抽调人员定期督导
业务学习情况，将结果在全县卫生
系统通报；分层次、分类别组织专
业知识培训，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县医院采取以各科室自主学习为

主，全院不定期更新业务学习方
式，使学习内容更专业化，更具有
针对性，各单位根据人员层次及专
业的不同分别制订培训计划，内容
包括“三基”知识、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知识、医院感染知识、医疗纠
纷防范及各类急危症病例抢救知识
等，切实提高医护人员的业务水
平；积极参加学术讲座，要求各单
位组织人员参加省内外医疗专家开
展的学术讲座。

今年上半年该县医疗机构共组
织人员业务学习 648次，培训 2万
余人次。

市中医院疼痛科主任陈利军
说，根据临床观察，很多中青年
人有了疼痛一般先忍着，实在受
不了才会去医院就诊，而且很盲
目，不知道该看哪个科。疼痛对
人体带来的危害及负面影响是难
以估量的，导致机体心血管系
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功
能失调，免疫力低下，进而诱发
各种并发症，常常伴随植物神经
功能紊乱，还可引起不同程度的
精神恐惧、惊慌、抑郁、焦虑、
悲伤等，甚至引起疼痛性残疾或
影响到患者的生命，这给患者及
其家庭其他成员带来极大的痛苦
和负面影响。

“疼痛是人体患病的重要信
号，长期的忍痛会掩盖病情的发
展，延误治疗最佳时机，自我促
使病情恶化。忍痛将导致机体组
织的深层次损伤，增加致残率和
死亡率。”陈利军警告说。

疼痛科的成立，结束了该院
“小疼科科看、大疼科科都不
管”的尴尬局面，据介绍，疼痛
科为多学科交叉领域，涉及临床
许多专科，所以专业范围相对广
泛，诊疗范围包括：各种急慢性
疼痛，如各种头痛、三叉神经
痛、面神经炎、老年性骨关节病
等。凡是慢性、长期困扰人们生
活健康的疼痛，都可到疼痛科诊
治。很多慢性疼痛像糖尿病、高
血压等慢性病一样，需要坚持治

疗，需要与疼痛科医生配合，做
好慢性疼痛管理。

目前该科疼痛有很多种治疗
方法，如微创介入治疗系统，脊
柱内窥镜系统，药物治疗，神经阻
滞、等离子射频消融系统，患者自
控镇痛PCA，物理疗法，脊髓电刺
激和吗啡泵，中医中药治疗等，这
些方法已经在疼痛疾病中广泛使
用，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疼痛科开展专科特色治疗，
为广大疼痛患者解除病痛。

1.颈、腰椎间盘突出症。采
用CT和DSA引导下行射频靶点
椎间盘突出物消融术、臭氧椎间
盘消融术、胶原酶介入溶解术、
经皮椎间盘髓核钳夹术等，为不
同的患者选择治疗方案。

2.三叉神经痛。采用射频热
凝术在CT或DSA介入下行三叉
神经卵圆孔半月神经节毁损治疗
可有效治疗顽固性三叉神经痛。

3.晚期癌症剧烈疼痛。对一
般药物控制不太理想的癌症疼痛
采用CT影像介入下椎管内置管
自控镇痛及背根神经节射频毁损
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疼痛，使患者
无痛度过余生。

4.带状疱疹疼痛和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采用椎管内持续性
神经阻滞治疗或脉冲射频神经调
控术治疗疼痛并能降低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的发生率。严重顽固
性的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短时程

脊髓电刺激植入调控术。
5.脉管炎、雷诺氏病、颈性

心绞痛、椎间盘源性内脏痛等交
感神经相关性疾病。采用CT影
像介入下行交感神经阻滞或毁损
治疗疼痛。

6.神经病理性疼痛。对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幻肢痛、残肢
痛、神经损伤后疼痛、复杂性区
域疼痛综合症、中风后疼痛等顽
固性疼痛门诊控制不理想的采用
CT 介入下神经毁损及置入吗啡
泵或神经脊髓电刺激等国内外新
技术。

7. 骨质疏松性、转移癌性压
缩性骨折疼痛。采用CT引导下
用骨水泥注射到骨折椎体处使椎
体成型消除疼痛。

8. 骨骼肌银质针松解术。以
软组织外科学创始人宣蛰人教授
的理论为基础，对严重的颈、
肩、腰、腿痛患者及膝关节退变
性关节炎患者以软组织损害分布
规律，采用银质针 （纯银制作）
对病变部位进行密集型针刺并连
接导热巡检仪对骨骼肌深层进行
松解消除无菌性炎症。

开展排查管控、落实检测救治、排查管控农贸市场、开展食品检测……

睢阳区筑牢常态化防控防线

民权县市场监管局

加大学校食品安全检查力度
本报讯 （记者 霍天艳 通讯

员 史久爱）近日，民权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全县 19 个乡镇学校
（含托幼机构）开展夏季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督导检查。

执法小组会同基层所执法人
员，从监管部门监管责任落实、学
校主体责任落实、食品安全管理等
方面严格标准、严格项目，如实记
录检查情况。发现问题能立即整改
的，现场督促整改；不能现场整改
的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整改措
施。同时，县市场监管局联合教体
局成立督导组，按照食品安全隐患

排查“零死角”、安全问题整改整治
“零容忍”、违法违规行为严管重罚
“零放过”的要求，采取“四不两直”
的方式，对各检查小组工作开展情
况随机进行督查，对工作开展不到
位和没有按时开展和敷衍塞责、弄
虚作假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截至目前，此次专项督导检查
出动执法人员 120余人，发现有个
别餐厅工作人员没穿工作服或工作
服不整洁、进货台账记录不全等问
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19 份，
已完成对城乡 168所学校持证食堂
的全覆盖检查。

本报讯 （记者 谢海芳） 近
期，针对北京个别地区新的疫情
发展形势，睢阳区采取积极应对
措施，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
工作，确保不出现疫情反弹。

压实主体责任。该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接到疫情通报后，第一
时间指示各相关部门、乡 （镇、
街道办事处）、村（社区）强化疫
情管控工作，同时压实各类单位
责任，层层抓好工作落实。坚持
全天候 24小时值班制度，在疫情
常态化防控的基础上，严格落实
防控规程，严格落实“四早”“四
集中”，加大核酸检测力度，做到
应检尽检。加大社区和交通入口
管控力度，强化高风险地区来
（返）睢阳人员报告登记制度，落
实落细常态化防控措施。

第一时间开展排查管控。重
点对北京相关地区返（入）睢阳
人员按属地化管理方式进行排
查、管控，做好教育引导和防护
相关工作，确保不出现交叉感染
现象，同时各部门、行业也启动
排查，分别做好本系统、单位相
关人员的管控、防护。主要排查5
月 30日后到过北京新发地农产品
批发市场、京深海鲜市场和高中
风险地区的人员，以及与北京市

确诊病例行程轨迹有交集者。
积极落实检测救治。根据情

况，立即对返（入）睢阳人员继
续按照属地化管理方式，按照不
同的对象分别进行有效管控，分
别落实居家隔离、核酸检测、血
清检测措施。积极做好居家隔离
期间的随访和保障工作，凡是出现
发热、咳嗽等相关症状的，及时按
要求到发热门诊就医，并做好医护
人员的个人防护。

强化农贸市场、超市等单位
的排查管控。该区督促指导市场
管理者全面落实经营人员排查摸
底和进口食品检测工作，认真做
好经营管理人员的健康监测、日
常防控和防护。对进口海鲜、进
口食品等进行全面检测，做到各
种商品能够溯源，对经营场所全
面消杀。挑选商品时，相关人员
必须戴一次性手套或者委托经营
者进行，人员之间尽量保持 1米
以上距离。

严格开展食品检测。严格要
求各经营单位落实进货查验、
索证索票等制度，严查来源不
明的食品。对境外进口和来自
中高风险地区的食品实行备案
管理，经营户及时向市场监管
人员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开

展 必 要 的 定 期 抽 检 和 随 时 抽
检。严禁各类餐饮单位收购、
制作野生动物食品，严禁各类
市场和个人贩卖野生动物，严
禁私自宰杀销售活禽。

持续搞好市场环境卫生管
理。增加市场监管巡查频率和
次数，加强教育管理，做好市
场通风、公共设施清洁消毒管
理，大型密闭市场采取机械通
风，确保市场空气流通。卫生
间、电梯、楼梯等使用频繁的
公共设施要随时清扫，增加消
毒频次。市场开市期间不间断
清扫市场，做到垃圾不落地，
污水不外流，休市时全面清扫
清运各类垃圾，每日开市前和
休市后进行全面消毒。

加大个人经常性防护宣传。
该区把常态化防控措施传达到每
一名常住居民和返（入）睢阳区
人员，中高风险地区返（入）睢
阳区人员均须主动到社区报备、
自觉居家隔离、按要求接受核酸
和血清检测。其他人员配合积极
做好个人防护，非必要不进入中
高风险地区，随身携带口罩，适
时佩戴口罩；同时搞好个人和家
庭、单位卫生，患有疾病时及时
根据情况就医。

6月21日，民权县财政局志愿者服务队组织医护人员到龙塘镇开展“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卫生科普宣
传活动，活动采取发放宣传单，开展卫生防疫知识讲座等方式，让群众提升卫生防疫意识，掌握卫生防疫知
识。 豫之岷 摄

夏季如何防晒护肤
夏季如何选购防晒伞
在选购防晒伞时，伞面宜大不宜小，伞布

以银胶效果较好。在同等条件下，颜色越深的
防晒伞,其抗紫外线的性能也越好。黑色、藏
青色、深绿色就较浅蓝色、浅粉色、浅黄色等
防紫外线性能好。另外，伞面在潮湿的环境
下，由于水的光学传导作用，紫外线的透过率
会增加，防护效果也会相应降低。因此，湿伞
不宜用于防紫外线。

夏季游泳时如何防晒
游泳时水中的皮肤，由于阳光的反射，吸

收紫外线的量会加倍，因此选择防晒品不光要
选择 SPF30以上，更要选择具有 PA值的防晒
品。PA值的大小可以根据时间来决定，PA+
有效防护时间大约 4小时；PA++有效防护时
间大约8小时；PA+++超强防护。游泳后，应
该擦干身上的水分，然后重新涂抹防晒产品。

夏季吃哪些食物可以防晒
除了必备的防晒产品，大家还可以通过多

吃西红柿、多喝绿茶及补充虾青素和维生素D
等来防晒。但并不代表吃了这些食物就可以不
涂防晒霜，它们只是大大降低我们被阳光晒
伤的机率。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
尤其是在煮熟的时候。番茄红素是一种不含
氧的类胡萝卜素，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
被称为天然防晒霜。绿茶中的儿茶素化合物
同样有助于保护皮肤免受太阳光线的晒伤。
补充虾青素，多吃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等都
可以起到保护皮肤免受阳光晒伤的作用。

牛皮癣的症状有哪些
牛皮癣是银屑病的俗称，是一种慢性炎症

性皮肤病，得了牛皮癣，短时间内的治疗都不
能根治，有些病人几乎是终生没有治愈。银屑
病发病人群主要是青壮年，患上牛皮癣，身边
的人往往都不敢接近，影响患者自身心情和自
信心。虽然不是致命的大病，但是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着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

银屑病临床上主要表现是红斑，鳞屑，全
身的部位都可发病，在头皮，四肢侧面和背部
比较常见，大多在冬季会加重。

那么银屑病具体的表现有哪些？
1.皮肤鳞屑易脱落，有瘙痒
2.发热，关节疼痛
3.潮红肿胀、身体发热
4.风湿性关节炎

如何治疗牛皮癣
牛皮癣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1.药物治疗。有外用和内用两种。银屑病

早期，最好采用外用药治疗，药物的浓度应由
低到高。过了一定时期就要采用内用药治疗。
根据患者自身体质和病情酌情调整用药。

2.物理疗法。主要是紫外线或者通过一些
电波来进行辐射治疗。

3.中药治疗。中医角度认为牛皮癣是因为
风热湿邪入侵，我们的气血失调导致，熬补一
些清热解毒、祛湿活血的药可以调理身体，减
轻病情。

如果确诊了牛皮癣，一定要找准病因，选
择正确的治疗方法。 （市五院皮肤科供稿）

有些疼不必一忍再忍
——记商丘市中医院疼痛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市第一人民医院服务暖人心

患者手写感谢信点赞
本报讯（学 文 习 武）日前，

市第一人民医院收到一封患者的来
信。信中该患者由衷称赞该院处处
为病人着想，医生医德高尚。

原来，这名患者是一位 80 岁
的老人，是一名慢性病患者，他的
病特别罕见且复杂。40多岁时，他
就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商丘地区
人民医院）就医，后来又辗转到过
北京、上海等地多家全国知名医
院，但疾病一直没得到确诊。无奈
之下，他又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
在韩琦勋、韩敏、寇学斌三位专家
的耐心会诊、仔细研判下，他的病

终于得以确诊。三位专家又建议他
到北京协和医院就医，使他的病得
到控制，并慢慢好转。好多年过去
了，他仍忘不了三位专家会诊时的
争论场景。

最近他又到市一院就诊，发现
洗手间里手纸、洗手液一应俱全，
这一细小的举动为患者带来了方
便。

据了解，市第一人民医院连续
10年开展“两围绕服务”，年年都
有新举措，在门诊为患者配备手
纸、洗手液已经五年了，此举受到
病人的称赞。

为扎实开展公司执行力提升年和工作作风建设年活动，助推企业高
质量发展，6月17日，永煤集团总医院举办“重铸新辉煌，我该怎么办”主
题演讲比赛。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3名。 王书珍 摄

对中高风险地区返 （入） 睢阳区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 曹永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