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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市场监管局

点亮“微心愿”帮扶暖人心
睢阳区卫生健康委创建“五型机关”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

感冒患者为什么不能献血
感冒患者的血液中含有感冒病毒，身体也会因抵抗感冒病毒的

侵袭而导致白细胞增多，产生感染风险。再者，感冒患者身体较虚
弱，抽取多量鲜血会进一步削弱抵抗力，不利于康复。感冒痊愈一
周后，方可献血。 （商丘市中心血站供稿）

商丘市中医院儿科始建于上世
纪 90年代，至今有 30年的发展历
程。成立初始，马桂珍副主任医师
与其他几位名医共同创建了以中医
为特色的儿童医疗康复场所，马桂
珍制定的系列中药协定方“小青
龙”，治疗小儿咳喘症，得到患儿
家长的肯定，求药者络绎不绝；同
时开展中药暖脐散贴敷治疗小儿呕
吐及腹泻的中医外治疗法。

经过 30 年的发展，目前儿科
有医护人员 30余名，其中主任医
师 2 名，副主任医 （护） 师 3 名，
主治医师 4名。医师分别在北京、
上海等地国家级医院专科进修学
习，医术精湛。科室开放床位 40
余张、新生儿床位 15张。科室拥
有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如早产儿
培育箱、美国纽邦小儿呼吸机、美
国雅培血气分析仪、经皮黄疸测试
仪、新生儿黄疸蓝光治疗仪、压缩
雾化吸入机、多参数心电监护仪、
微量注射泵、微量血糖测试仪、微
波治疗机、空气消毒机等，保证患
儿得到及时救治。儿科秉承厚德精
医、务实奉献、慈心仁术、呵护未
来的宗旨，努力将科室打造成豫东
儿科中医特色占优势的治疗和康复
中心。

根据三甲中医院儿科要求，该
院儿科始终坚持“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为主题，科室制定了肺炎喘
嗽、紫癜、五迟五软等中医优势病
种诊疗方案并每年进行优化。中医
特色鲜明，疗效明显，门诊及病房
建有儿科中医特色治疗室，配置了
中医熏蒸等诊疗设备，中药煎剂、
院内制剂，推拿、刮痧、针灸、中
药塌渍、穴位贴敷、中药灌肠、泡
浴熏洗、新生儿黄疸洗浴、发热及
咳嗽足浴、放血疗法等多种中医诊
疗项目，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特色治
疗优势，提高了临床疗效，促进了
患儿康复。

科室在全市较早成立了新生儿
重症监护病房 （NICU），开展了
全静脉营养救治早产儿、低体重
儿；采用“三支持”、“三对症”疗
法治疗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等新
业务、新技术，使得科室危重新生
儿救治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救治
水平处于我市前列。曾成功救治最
低体重仅 960克的三胞胎患儿，以
及孕28周出生体重不足1千克超早
产儿。数年来，很多早产儿、危重
儿经过儿科救治获得新生，使这些
弱小的生命平安度过了人生开端的
难关。

经过数十年发展，该科科室队
伍不断壮大，儿科针对小儿肺炎喘
嗽、外感发热、哮病、矮小症、性
早熟等专科疾病，研制出治疗发
热、咳嗽、哮喘、泄泻、厌食、遗
尿、生长发育迟缓等病症的院内制
剂，药物有清肺膏、温肺膏剂、健
儿膏、退黄散、咳嗽散、胃舒散等
10余种，应用于临床多年。科室
运用四时捏脊疗法、小儿推拿、针
灸、中药敷贴、脐火疗法、中药熏
洗等专科技术，形成了具有中医特
色的诊疗方法，取得了显著疗效，
尤其在小儿呼吸疾病、消化系疾病
及生长发育疾病的诊疗方面，特色
优势明显。

“慈心仁术 呵护未来”是儿科
的科训，全科医护人员秉承这一理
念，运用细致精湛的医术、热情周
到的服务为全市儿童的身心健康保
驾护航，用他们坚实的臂膀托起一
个个家庭明天的小太阳。

慈心仁术 呵护未来
——记商丘市中医院儿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本报讯 （记者 谢海芳 通讯员 曹
永宏）今年以来，睢阳区卫健委积极开
展“五型机关”创建活动，追求五个目
标，全面提高机关自身建设水平，切实
提升服务基层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开展。

强化政治引领。该委坚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切实做到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形成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
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党的绝对领导作
为最高原则，确保全区卫生健康工作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的重要要求。

讲求学习实效。该委大力加强机关
工作人员教育培训工作，围绕本职工作
制订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标，落实周
五学习制度，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与工
作实践中的学习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充分调动工作人员学习的主动
性、积极性，切实提高驾驭工作的能
力。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坚持经常性理
论学习、经常性业务工作、常态化疫情
防控紧密结合、相互推进，确保常态化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追求高效实干。该委进一步优化服
务流程，拓宽服务领域，完善工作措
施，落实服务承诺制度，认真解决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影响医疗单位发展

的突出问题，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把
机关建设成务实高效、真抓实干的坚
强整体，树立机关良好形象。把常态
化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服务经济社会协

调健康发展的关键工作，把每一项防控
工作都抓实抓细抓小做实，确保防控措
施得到有效落实。

严于法纪约束。该委强化对工作人
员的法律法规和党纪教育管理，严树新
型社会主义价值观、义利观，规范工作
生活。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和反腐败的制
度建设，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发挥制度的约束力，进一步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
深入开展。该委经常性开展法纪教育，
全系统工作人员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严
守工作纪律，坚守工作岗位，踏实工作
不放松，在非常时期践行着健康卫生的
本职。

狠抓工作落实。该委将“五型机
关”创建工作的根本，落实在紧紧围绕
重点工作任务和目标，立足于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立足于卫生健康
工作，立足于本机关中心性工作，立足
于各股室具体的工作职责和个人岗位实
际，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针对存在的
各方面的突出问题，狠抓各项措施落
实，确保创建活动取得实效。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中，坚持落实“四早”、管控

“四个重点”、宣传教育，确保疫情防控
持久战全胜。

本报讯 （记者 霍天艳 通讯
员 周 杰）“这个电风扇送得可太
及时了，太谢谢了，真没想到我的

‘微心愿’真实现了，以后给长期
卧床的妻子翻身时我再也不会热得
满头大汗了。”日前，民权县困难
职工赵远正紧紧握着民权县市场监
管局党组副书记、工会主席张文俭
的手连连道谢。

为困难职工家庭添一台电风
扇，送去一个电饭煲，送几袋米面
等生活物资……近日，在张文俭的
带领下，民权县市场监管局工会成
员、爱心人士根据自身能力、特
长，选择采取一对一、一对多等形
式，集中对接了一批民权县困难职
工“微心愿”，实现了党员帮扶和

群众需求的有效对接，切切实实满
足了居民的心愿，同时激发了在职
党员干部志愿服务的热情。

此外，为将点亮“微心愿”志
愿服务活动落实落细，该局机关党
委负责人对认领人践诺情况进行全
程跟踪监督，对兑现不及时的提醒
督促，确保每一个已认领的“微心
愿”绝不落空。截至目前，全县56
名困难职工的“微心愿”，该局工
会会员、爱心人士认领了 19 个，
达成了 19 个，在全县工会组织中
位居前列。

一位好人，一面旗帜；一群好
人，满城春风。近年来，该局始终
将做好文明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单位
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以“民权好
人”“民权县五一劳动奖章”创建
为主线，在全局深入开展各类主题
实践活动，打响民权县市场监管局
好人品牌，取得显著成效。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该局将进一步密切与
困难职工的联系，深入基层走访慰
问，了解困难职工实际困难，帮助
困难职工解决问题，让党和工会的
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

▲ 7月16日，一名小朋友在仁济堂亚健
康调理中心敷“三伏贴”。

◀ 7月16日，市民在仁济堂亚健康调理
中心进行艾灸理疗。

当日是夏季入伏第一天，市民来到夏邑
县仁济堂亚健康调理中心利用“三伏贴”、
艾灸等中医传统疗法，进行“冬病夏治”。

苗育才 摄

冬病夏治正当时

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孟飞燕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在急诊室检查新冠肺炎
常态化防疫工作。 曹永宏 摄

电子烟危害不容忽视
传统香烟是靠燃烧烟叶产生烟雾，被人

吸食后，通过肺部进入血液，而其烟雾中含
有多种有害物质，如尼古丁、烟焦油等。电
子烟是从烟叶中提取尼古丁溶解到丙二醇和
甘油中做成烟液，再把烟液灌到电子烟里加
热、雾化，供人吸食。相比传统香烟来说，
电子烟确实少了一些有害物质，但“大魔
头”尼古丁危害仍然很大，对人的神经系
统、心血管系统和生殖系统均有危害。

有人说吸电子烟不上瘾，其实也是误
区。导致抽烟上瘾的就是尼古丁，电子烟通
过提纯可能导致尼古丁含量更高， 抽的次数
可能少了，但总量没少。同时有不少人觉得
电子烟味道淡，所以作用小。其实电子烟的
烟液里可以添加各种香精，制作成各种口
味，可能你想抽的味道都有，但这只能掩盖
烟草的味道，并不能减轻烟的危害，反而因
为味道淡了，可能会让人多抽。

每周运动300分钟最减肥
一项为期一年的研究显示，对更年期女

性来说，尤其是肥胖女性，如果她们每周进
行300分钟运动，就能明显减少总脂肪含量。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卫生服务组织研究人
员对400名更年期女性进行了研究，这些女性
被分为两组，一组每周运动300分钟，另一组
每周进行中度到剧烈有氧运动150分钟。研究
结果显示，与运动150分钟组女性相比，那些
每周运动300分钟组女性平均总脂肪量减少最
高。每周运动 300分钟组女性皮下脂肪含量、
腹部脂肪含量、BMI 以及腰围减少量也较
大。对肥胖女性 （BMI 大于或等于 30） 来
说，这些指标减少量更多。

皮肤病患者饮食注意忌口
传统观念认为“发物”吃多了会诱发皮

肤病。事实真是如此吗？
从皮肤科角度来说，“发物”是指可以引

起皮肤病发生或使原来皮肤病加重的食物。
传统大多指的是辛热物、海鲜物等。中医认
为病因主要分风、湿、热、虫、毒五类，其
中以风、热、湿三邪为多，所以动风、动
火、助湿的发物是皮肤病主要忌食的食物种
类。

第一类是动风发物，多具升散、辛热之
性，能使人阳气升散发越，风邪亢害，邪风
走窜，常见就有海鲜、虾类、蟹类、贝类、
鹅肉、菌菇等。第二类是动火发物，多具辛
燥、温热之性，能助热动火、耗津伤液，如
酒、葱、姜、椒、蒜、韭、羊肉、狗肉及芒
果、榴莲、荔枝、龙眼等。第三类是助湿发
物，多具黏腻、肥甘之性，有阻脾气、助湿
邪的作用，如甜腻食物、肥肉、糯米等。以
上此类，一般诸如荨麻疹、湿疹、特应性皮
炎等过敏性皮肤病发作时不宜食用，而疮痈
疔疖等感染性疾病急性发作期也需禁忌。除
了上述常见“发物”，还应禁忌过敏原筛查阳
性的食物、食用后明确会使原有皮肤病加重
而停食后症状好转的食物。

推荐皮肤病患者日常食用平凉之品，如
白菜、青菜、冬瓜、萝卜、黄瓜、玉米、生
菜、山药、猪瘦肉、鸭肉等。除此之外，皮
肤护理上每日保证 1次至2次的润肤保湿剂涂
抹，禁用开水烫洗、搔抓，日常起居规律、
保持环境整洁，心态保持平静乐观，遵之行
之，方能拥有健康亮泽的皮肤。

（商丘市五院皮肤科供稿）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曹辉名医工作室”揭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 谢海芳） 日

前，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曹辉名
医工作室”揭牌仪式在该院门诊楼
举行，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韩传恩及该院相关领导出
席仪式。

揭牌仪式上，韩传恩代表院党
委对医院第二个名医工作室“曹辉
名医工作室”的挂牌成立表示祝
贺。韩传恩表示，打造名医、名
科、名院，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展
的一个关键战略，多年来，医院始
终秉着名医强科，名科强院，名院
带动商丘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
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区域性
医疗中心。经过长时间努力，医院

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打造名
科的目的，主要是为老百姓提供更
好的医疗服务。曹辉作为内分泌科
专家，在内分泌疾病治疗方面具有
非常高的水平，赢得了老百姓的认
可，带动了学科的发展，使医院内
分泌科成为河南省重点培育学科。

韩传恩希望通过名医工作室的
打造，能够在全院营造一个更好的
氛围，同时要求曹辉在名医工作室
成立以后，在医疗、医术方面更应
该严格要求自己，不仅自己要做
好，而且要能带动学科的发展。韩
传恩希望全院所有的医生向这个目
标努力，成立更多的名医工作室。

宁陵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本报讯（刘志国）近年来，宁

陵县卫健委坚持“以病人为中心，
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严
格按照省、市卫生工作要求，制定
下发了《宁陵县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年活动方案》，在全县医疗机构积
极开展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年活动,
多措并举，提供便民利民措施。

该县各医疗单位均在门诊大厅
设置导医台，为患者提供导诊，健
康咨询，测量血压、体温，提供开
水、一次性纸杯、轮椅、针线等。
为患者导医导诊。为患者介绍医院
信息、专科特色，帮助患者实现就
诊和检查。协助老、弱、病、残和
行动不便的患者取药、陪同他们办
理住院手续等。简化医疗服务流
程。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均已实行了

“先诊疗后付费”制度，为老人、
残疾人设立优先服务窗口，为患者
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落实病人
回访制度和每月的满意度调查，为
改进医疗服务提供了依据。严格执

行医患沟通制度，履行对诊疗服务
以及收费标准的告知义务，切实维
护患者的知情权。严格落实医疗质
量和医疗安全核心制度。

县乡医疗机构认真落实院长查
房制度，行政总值班制度，实行临
床医师首诊负责制、三级查房制、
术前讨论及病人随访制度等。积极
开展医疗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各
单位均已进行了自查，及时发现并
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通过严格的
质量控制措施落实，确保了医疗安
全。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病历书
写行为、提高病历质量、增强广大
医护人员依法执业意识、保证医疗
质量和医疗安全，该县卫健委要求
全县医疗机构每月 10 日组织开展
病历自评工作，以微信形式在全县
卫健系统予以通报。从上半年病历
自评情况看，三级医师查房制度和
术前讨论制度得到普遍重视，危重
病人管理得到加强，医患沟通工作
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