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刘志国）为进一步落
实好疫情防控“应检尽检”“人物
同管”工作措施，持续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日前，宁陵县卫健委举办
新冠肺炎疫情核酸检测标本采集培
训班，全县医疗卫生单位 300名采
样人员参加培训。

这次培训班授课围绕核酸标本
采集的方法、注意事项、采样人员
防护用品的穿脱、标本安全及送检
规范等进行了详细讲解。

培训会要求，一要认真落实
“应检尽检”“人物同管”工作措
施，高度重视核酸标本采集重要
性，压实工作责任，认真学习新冠

肺炎核酸检测标本采样相关知识和
工作流程，为秋冬季疫情防控做好
人才储备、技术支撑。二要进一步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四
早”要求，快速处置，精准防控。
三是培训结束后，每位采样人员都
要到县医院发热门诊现场跟班学
习，掌握规范采样技术，直至考核
合格，切实提高核酸标本采集人员
工作能力和工作质量。

这次培训，切实提高了参训人
员的理论基础、基本技能和实战经
验，对保护全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
障。

宁陵举行核酸检测标本采集培训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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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可以摘掉口罩了，但有
些特殊行业和场所仍然需要戴口罩。

戴口罩可以阻挡空气和飞沫中的细菌、病毒，是预防呼吸道传染
病最重要的措施。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判断是否戴口罩主要根
据以下几个标准：第一是所处地区的风险等级，如中、高风险地区要
戴口罩；第二是看所处的环境，如果处于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
所，或者长时间停留在公共区域，则应佩戴口罩；第三，某些服务行
业和特殊职业，如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机和乘务员，餐厅、超市、商场
服务人员以及幼儿园教师、医生、养老院服务人员等，需要佩戴口
罩；第四，出现咳嗽、咽痛、打喷嚏等呼吸道症状时，要戴口罩以防
传染他人。另外，一些场所有特殊规定的，要遵从管理方要求佩戴口
罩。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商丘市立医院副院长崔静

工作笔记见证初心
本报记者 谢海芳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还需戴口罩吗

商丘市中医院肛肠科是我市
唯一一家河南省重点中医肛肠专
科，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家中医肛
肠区域诊疗中心。在科室主任丁
建华的带领下，科室始终以“仁
医、仁术立科”为宗旨。近年
来，科室通过加强与国内知名医
院知名专家的交流合作，推进特
色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培养
和技术创新，引进高科技手术设
备，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水
平，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技术
优势明显，融临床、科研、教学
于一体的专科，在学科建设、科
室规模、技术水平、服务水平等
多方面走在了同市医院的前列，
赢得了患者及同行的高度认可。

该科技术力量雄厚，现有主
任医师 1 名，副主任医师 3 名，
主治医师 4名，专科硕士研究生
3 名，在读博士 1 名，住院医师
若干名。科室位于一号外科楼九
楼，开放床位50张，设置有三人
间、二人间及VIP病房。该科拥
有奥林巴斯电子结肠镜、肛门直
肠镜、痔套扎器、超声刀、生物
反馈治疗仪、肛肠疾病综合治疗
仪、肛管直肠测压仪、激光治疗
仪、生物反馈治疗仪、大肠水疗
机等先进的诊疗设备。

科室运用先进的检查仪器及
现代医疗技术，融合中西医的治
疗优势，优化了痔疮、肛瘘、肛
周脓肿、肛裂等常见肛肠病的手
术方式，重点开展了中西医结合
治疗复杂、疑难性肛肠疾病，实
施中西医结合治疗肛门出血、便
血、便秘等疾病，治疗方法独
特、先进。

对于各类痔疮患者，该科选
择多模式、个体化治疗，如
RPH（自动胶圈套扎术）等微创
治疗方法，具有创伤小、痛苦
小、恢复快等优点。同时该科率
先开展出口梗阻型便秘的治疗。
对于大便排出困难，残便感，甚
至手助排便的病人，开展排粪造
影、肛管测压检查，综合采用中
医中药结合生物反馈治疗，疗效
显著。针对慢性结肠炎，该科根
据中医“治病求本”原则，研制
出中药治疗结肠炎的系列药物，
口服与灌肠结合，提高了疗效，
降低了复发率。对于高位复杂性
肛瘘，该科运用切开、旷置、挂
线、缝合等手术方法相结合，提
高了疗效，减少了并发症，保护
了肛门功能，缩短了疗程，节省
了费用。

“以人为本，科技争先，质

量一流，服务至上”，在继承中
创新，在创新中超越，虔诚维护
着医学的圣洁和生命的尊严，医
道即仁道，行仁医、施仁术、树
仁德，这就是肛肠科人文理念的
精髓。

科室强调“三基”训练和
“四让”服务，即基础理论、基
本知识、基础技能训练和让病人
对医疗工作充满信心、让病人对
医护人员感到信赖、让病人对康
复前景充满信心、让病人对就诊
环境感到温馨的服务理念，这些
是商丘市中医院肛肠科连续多年
站立在同市医疗服务领先地位的
奥秘所在。

把技术品牌树起来，把服务
品牌推出去；把形象声誉树起
来，把诚信大旗举起来。怀体恤
之心，情暖百姓，必得民心，商
丘市中医院肛肠科开启了新征
程。

行仁医 施仁术 树仁德
——记商丘市中医院肛肠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卢 瑶） 11 月 20
日，睢阳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在区妇幼保健院
顺利举行授牌仪式，标志着全区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
向规范化迈进了一步。

据了解，睢阳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的成
立，融合了全区儿童保健、疾病预防、卫生监督和教
育等行业专业人员组成的师资力量，以家长课堂、亲
子活动、师资培训、入园指导等形式，为婴幼儿家长
及托育机构婴幼儿照护提供卫生保健、早期发展、安
全保护、疾病预防、营养膳食、生长发育检测、高危
儿预见性指导等方面培训指导和示范引领，进一步增
强家庭科学育儿能力和托育机构标准规范服务能力。

睢阳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主要发挥两大作
用，一是承担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服务指
导、卫生评价、标准实施和质量控制等工作。二是承
担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宣传培训指导等工作，即
利用全区儿童保健、疾病预防、卫生监督和幼儿教育
等行业专业人员组成的师资力量，以家长课堂、亲子
活动、师资培训、入园指导等形式，开展线上线下的
培训宣传咨询服务，为婴幼儿家长（抚养人）及托育
机构婴幼儿照护者提供卫生保健、安全防护、疾病预
防、营养膳食、生长发育监测、早期教育等方面专业
的培训指导。

睢阳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指导中心将切实把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做深做细做实，逐步规
范主体多元、安全健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管
理模式，不断开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新局面，为全
区、全市乃至更广范围的婴幼儿照护积累经验、提
供借鉴。

“崔院长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我
和同事看到那几本记录详实且繁琐的
笔记本，都非常震撼。”11月 12日，记
者采访商丘市立医院副院长崔静时，
陪同的宣教科主任钟敏告诉记者，崔
静记笔记的习惯已经有 20多年了。

“疫情防控部署会”“新冠肺炎防
治知识培训”“腾空五病区病房、ICU
病房”“一病区需要增加穿衣镜”……
在崔静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钟敏口
中的笔记本，三本规格为 18K的黑皮笔
记本整齐地放在崔静办公桌上。翻开
后记者看到，本子里正反面密密麻麻
的黑色字体记录了崔静的各项工作安
排和落实情况。从 1 月 20 日到 30 日，
仅 10天时间就足足有半本厚。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细节决定成
败，把繁琐的工作记录下来有助于工
作部署和落实。”除了这三本笔记，在
她办公桌上还看到一摞防控物资日报
表，细化到库存数量、发放量、结余
量、可使用天数……一道道红线，一
个个惊叹号，批注着还可用 1 天、 2
天，从这份报表上就可以感受到她当
时的那份揪心、操心、用心和细心。

“疫情期间，防护物资短缺是当时
最大的难题。”崔静说，从网上了解到
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时，出于
职业的敏感，她让卫材库提前储备了
一批防护物资，但疫情来势汹汹，储
备的防护物资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她
充分发挥在应对“非典”“甲流”时期
积累的工作经验，采用“布防护服+隔
离衣”穿戴方式作为潜在污染区工作
人员的防护用品，并且布防护服经过
消毒后重复使用，自制防渗透靴套，
既节约了医疗物资，又保障了医务人
员的安全。此外，她多方沟通协调，
多次派采购人员前往郑州、新乡等地
购置防护物资，保障了临床抗疫一线

物资需求。
“做到院内零感染是上级领导的

要求，也是我们保证一线医护人员生
命安全的职责。”崔静说，隔离病房
实行双护士长管理制，一位护士长专
门负责清洁消毒工作并检查进入隔离
病房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穿戴是否规
范。针对隔离病房、发热门诊、预检
分诊、门急诊、应急梯队等不同岗位
人员，多次组织举办防护用品规范化
使用和疫情防控知识培训。同时，对

标本转运外勤人员、医疗废物转运人
员、医疗废物暂存处工作人员、院区
消杀人员、保洁人员进行战前演练。
不定期督导检查，确保全院职工严格
按照要求做好自我防护，防止交叉感
染。此外，根据制定的院区消毒计
划，她还组织人员每日对院区进行全
面消杀。

“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现在常态
化防控，所有来院人员必须进行体温
检测、必须佩戴口罩，坚决守住医院

第一道关口。”崔静说，持续加强预检
分诊、发热门诊和普通门诊的管理，她
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按照发热门诊建设
要求，进一步规范发热门诊管理，在现
有条件下完善了三区划分，优化了布局
流程，满足发热病人就诊、两人留观和
非发热人员核酸采样等工作需求。

在隔离病房和普通病房管理上。医
院保留了 1 个隔离病区，设有 35 张床
位，派人值守，确保疑似和确诊患者及
时收治。建立了 3支医护救治应急梯队，
储备了心电监护仪 50台、高流量呼吸湿
化氧疗仪 10 台、有创和无创呼吸机 25
台等医用设备，储备了所需医用防护用
品 3500 多套、治疗必备药品 10 余种，做
到“宁可储而不用，绝不用时不备”，为满
足疑似、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救
治工作提供了充分的物资保障。

“疫情期间，崔院长嘴上起的都是
泡，我们看着都心疼。”钟敏说，整个
疫情期间，院领导们和职能科室负责人
经常开会到半夜，使临床出现的问题和
困难，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除夕夜当
天，医院召开疫情部署会，会议一直开
到凌晨 2点多，院领导们冲锋在前，所
有职工再累也没有任何怨言。

10 月 21 日，崔静荣获省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此外，她带领护理团队还获得了商
丘市“双学双比”“巾帼建功”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这些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
全院医护人员的，我只是这支优秀团
队中优秀党员的代表。同时，荣誉对于
我更是一种鞭策，它时刻提醒我作为一
名先进代表要始终做好榜样，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说起荣誉，有着 32年党龄
的崔静说，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冲在第
一线。

▲ 11月9日，民权县胡集乡卫生院的医生在给群众测量血压。据悉，近
日，该乡卫生院组织成立了6个医疗小分队，深入贫困群众家中开展血压、
血糖、心电图等健康检查，宣讲冬季常见病防护知识，扎实推进全乡健康扶
贫工作。 孙 琰 摄

▲ 11月9日，宁陵县赵村乡卫生院家庭医生在为贫困户检查身体，8个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开展入户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及大病救助户，宣传健康
扶贫政策，履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高广大群众的满意度及认可度。

刘志国 摄

睢阳区
婴幼儿照护服务
指导中心成立

疫情期间，崔静到隔离病房指导工作。 娄 英 摄

①①

商丘市中心医院

举办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为进一

步提高医务工作者健康科普能力，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健康科普工
作，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向
社会公众传播正确科学的防病治病
理念，更好地满足公众的健康需
求，11月18日，商丘市中心医院举
办了健康科普能力大赛，来自该院
16个科室的23位选手参加了比赛。

在竞赛环节，《预防为主 远离
卒中》《正确佩戴口罩 我来“罩”
护你》《“疫”路同行 照亮生命》
《心肺复苏术》《健康血压 快乐人

生》《“救”在身边 海姆立克》《公
勺公筷 幸福X倍》……参赛选手从
诊室、病房、疫情防控等方面选取
题材，走上讲台进行科普，科普选
题都是日常生活中群众最为关心的
话题、临床上病人问的最多的问
题。他们结合自身的学科特色与各
自的专业优势，用通俗易懂、妙趣
横生的话语，让群众听得懂、看得
明白、记得住，更加使健康科普的
内容接地气，将医学知识和科学态
度传递给观众，赢得了评委与观众
的一致好评。

▶ 11 月 20 日是我国第七个“心梗救治日”，
当天，睢县人民医院在孙聚寨乡卫生院，举行了

“中国心梗救治日”下乡义诊活动。 李 强 摄

▼ 11月 20日，民权县程庄镇卫生院医生在给
群众测量血压。近日，该院组织健康扶贫团队，深
入贫困群众家中开展测量血压、血糖等随访服务，
宣讲疾病预防常识，指导群众科学饮食、合理用
药，扎实推进全镇健康扶贫工作。 孙 琰 摄

11月 23日，商丘市第一中学举行卫生健康副校长聘任仪式，该校
聘任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寇学斌为卫生健康副校长。聘任仪式结束
后，寇学斌为该校教师讲解了疫情防控知识，并要求勤洗手、戴口罩，
校园防控一刻不能放松。图为市一中校长牛超为寇学斌颁发聘书。

本报记者 邵超杰 摄

11月 22日，民权县市场监管局与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在一家杂货店
检查电热毯标志。据悉，该局近日与当地消防部门，围绕电暖器、电热
毯等取暖用品，联合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防“三无”、假冒伪劣取暖
产品流入市场，确保广大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冯广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