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通讯
员 钟 敏） 8 月 13 日晚，商丘市
立医院接到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要求腾空病房
的通知后，第一时间行动，连夜
召开部署会，做好住院患者及家
属的沟通工作。

院领导现场指挥，将 75名需
要继续治疗的住院患者顺利转移
到其他医疗机构。院区清空之
后，按照院感专家的指导意见，
该院紧急进行了病房改造、消
杀，做好接收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住院患者的准备工作。同时，

该院召开做好接转病人准备工作
专题会议。为保证转运过程安全
有序，会议决定成立领导小组，由
院长郭伟任组长，下设转运对接
组、后勤保障组、疫情防控组、医疗
救治组，全力做好接收患者的准备
工作。8月14日至15日，患者陆续
转入商丘市立医院。

为了做好院感防控工作，在
院感专家的指导下，商丘市立医
院明确了区域划分和人员管理，
按照风险高低，严格院感管理。
同时，做好预案，切实保障转入
患者的诊疗和生活工作。

鼻炎、鼻窦炎和过敏性鼻炎是耳鼻
喉科常见病、多发病，虽然临床症状有
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感凉、遇寒或机体抵抗力下降时易复
发，如何减少鼻炎的反复发作是医患共
同关注的问题。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王聘益说，市中医院研制的中医穴位贴
敷疗法经临床应用证明，能有效预防感
冒，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减少鼻炎的
复发，深受广大患者欢迎。

王聘益说，穴位贴敷疗法，是以中
医经络学说为理沦依据，把药物研成细
末，用姜汁、蜂蜜等液体调成糊状，直
接贴敷身体的某些穴位，用来治疗疾病
的一种无创痛穴位疗法。根据中医脏腑
经络相关理论，穴位通过经络与脏腑密
切相关，不仅能反映各脏腑生理或病理

的机能，同时也是治疗五脏六腑疾病的
有效刺激点。运用穴位贴敷疗法，刺激
和作用于体表腧穴相应的皮部，通过经
络的传导和调整，纠正脏腑阴阳的偏盛
或偏衰，改善经络气血的运行，对五脏
六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状态，产生良好
的治疗和调整作用，从而达到以肤固
表、以表托毒、以经通脏、以穴驱邪和
扶正强身的目的。

有过鼻炎经历的患者都知道，发病
的滋味着实难受，但是由于体质问题，
不少人往往是反复发作，饱受其扰。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根本
上进行调治呢？王聘益说，可以尝试三
伏天穴位贴敷。

夏季三伏天穴位贴敷治疗是中医冬
病夏治疗法之一，冬病夏治体现了中医

学传统的“治未病”思想，在夏季阳气
旺盛、人体经络疏松之时，通过药物敷
贴等中医治疗手段，调节机体的脏腑功
能，激发人体的阳气，增强抗病御寒能
力，达到不发病或少发病的目的。尤其
是三伏天，肌肤腠理开泄，如选取穴位
敷贴，药物最容易由皮肤渗入穴位经
络，能通过经络气穴直达病处，往往能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综合、规范性治疗慢性鼻
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能有效地减
少感冒及鼻炎的发作次数，减轻鼻塞、
流涕、喷嚏等症状，显著提高患者的抗
病能力，以达到根治的目的。”王聘益
说。

王聘益提醒，由于冬病夏治有其特
有的适用人群，并不能包治百病，应根

据不同的病种、病情选择进行，孕妇、
皮肤易过敏者禁治；有疮、疖、痈等皮
肤破损者以及严重糖尿病患者、哺乳期
患者不宜采用。遇有感冒发热、鼻出
血、咽痛等急性炎症发作时暂缓贴药。
提醒患者，选择冬病夏治疗法时，一定
要到相关科室诊治，对症治疗方能达到
理想的治疗效果。

穴位贴敷治疗鼻炎、鼻窦炎效果佳
本报记者 宋云层

公民献血应遵守哪些规定
1.要如实填写《献血登记表》，不谎报、不隐瞒既往病史。
2.须本人携带身份证参加献血，献血后领取无偿献血证，不得转借

给他人或冒名领证。
3.一次献血一般为200毫升，最多不超过400毫升，两次采集间隔期

不少于6个月。
4.献血查体合格后，遵守献血前注意事项，要按规定时间参加献

血，以免影响医院用血计划。 （商丘市中心血站）

“社会疫苗”是疫情防控的利器
——访河南省著名健康教育专家、商丘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王友谊

本报记者 谢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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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市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
峻复杂，8月16日，我市启动第四轮全
员核酸检测。在核酸检测过程中如何
防止近距离传播风险，居民如何做到
有效防护？到医院就诊该如何做好防
护等一系列民众关注的问题，记者采
访了河南省著名健康教育专家、商丘
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王友谊。

王友谊说，良好习惯是防范疫情的
“社会疫苗”。在生物疫苗以外，坚持戴
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用公筷、
一米线，保持均衡饮食、合理运动、平衡
心理等良好习惯，都是防疫的“社会疫
苗”，对阻断疫情非常有效，是防控疫情
最经济、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做核酸检测应避免交叉感染

王友谊介绍，此轮引发疫情的是

变异毒株德尔塔（Delta），据报道，德
尔塔传染速度最短仅有 14 秒，而且，
德尔塔毒株载量与去年的流行毒株相
比更是增加了 1260倍。全员人群核酸
检测时如果出现人员聚集，个人防护
不到位，就会发生交叉感染。

王友谊提醒，去核酸采样时，要
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并携带适量酒精
湿巾或普通湿巾，还要有备用口罩、
身份证、手机等。最好乘坐私家车或
骑行、步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
挥和引导，分区、排队等候。排队时
请勿拥挤，遵守“一米线”原则，即
和他人保持至少1米以上安全距离。遵
守咳嗽礼仪，即当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或手绢捂住口、鼻部，切忌用
双手直接捂住口鼻。用过的纸巾直接
丢入垃圾箱内，咳嗽或打喷嚏后立即
洗手或用湿巾擦手，切忌对着他人咳
嗽、打喷嚏。等候时，请勿和他人聚

堆聊天。手不要随意触摸公共物品。
采样前2小时请勿进食、吸烟、喝酒或
嚼口香糖。采样后换戴备用口罩，立
即离开采样点。到家后，请立即洗
手，必要时使用湿巾对手机、身份证
等物品进行擦拭。

到医院就诊要做好防护

疫情之下，到医院就诊应如何做
好防护？王友谊提醒，到医院就医一
定要正确佩戴口罩；尽量少接触医院
内的物品、环境表面；在触摸公共设
施后，要做好手卫生；避免聚集，不
在人多且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下长时间
逗留。回家后，要第一时间洗手消
毒；把衣物直接挂在门口，和在家里
穿的衣服区分开。

谨防秋季传染病

天气逐渐转凉，在做好防护的同

时，秋季又有什么高发传染病？该如
何做好防控？王友谊介绍，秋季高
发的传染病主要有流感、轮状病毒
胃肠炎、手足口病、腮腺炎、麻疹
等。在家隔离期间，市民也要加强
体育锻炼，提高身体免疫力；做好
自身防护，及时接种疫苗。其他疫
苗和新冠疫苗的接种时间间隔在14天
以上。

王友谊说，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没
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
力的人民战争。疫情面前，我们既是
命运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在这
个关键时刻，务必时刻保持警惕，增
强主人翁意识，彻底摒弃侥幸心理和
松劲心态，从自身做起，做好个人防
护，主动做阻断传播源的参与者，当
好全民战“疫”的一分子，真正为战
胜疫情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共克时艰 抗击疫情

注重身体防疫
更要心理防“抑”

科普知识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8月
16日，家住示范区的韩女士来电
向记者反映，她预产期将近，因
前段时间去过市第一人民医院做
核酸检测，向社区报备后，现居
家隔离。目前自己的健康码为红
色，她担心到预产期时，自己能
否及时得到医疗救治。就此，记
者采访了示范区定点医院商丘市
中医院妇产科主任王素敏和医务
科副科长吕国伟。

王素敏表示，韩女士不用担
心自己找不到医院生孩子，按照
我市疫情防控的要求，黄码、红
码人员可以正常入院就诊。入院
时，韩女士需要做核酸检测，在
结果出来前，韩女士需要先到过
渡病房等待。待核酸检测结果出

来后，她就会被转入相应的病
房。住院期间，禁止探视，严格
遵守“一患一陪护”制度，陪护
人员也要做核酸检测。

吕国伟表示，为了保障全市
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商丘市中医
院各科室诊疗工作目前正常运
转，医院任何科室都不准拒收病
人，医院连夜改造了红码综合病
区病床50余张。

目前，医院收治患者流程
为，持商丘市疫情防控码绿码患
者，佩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各科室
门诊均可正常就诊，就诊实行“一
人一诊室”。绿码患者如需住院治
疗，可以住进专门绿码综合住院病
区，待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
后，转入相关专业科室继续治疗。

持商丘市疫情防控码红码、
黄码患者的入院，医院会安排专
人引导患者至红码、黄码病人专
用门诊，评估患者病情，如需门
诊治疗，给予门诊药物治疗后，嘱
其继续回隔离点隔离。如患者需
住院治疗，待核酸检测结果出来
后，收入红码综合住院病区，红码、
黄码住院患者需要会诊治疗的，按
院内急会诊制度进行。红码、黄码
患者需要紧急抢救或者手术，可暂
收入相应科室隔离病房，科室做
好标准防护工作紧急救助病人。

门诊发热病人就诊时，由专
人引导至发热门诊，执行门诊发
热病人就诊流程，如需住院，需
要做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者，
收入红码综合住院病区。

红码、黄码患者如何就医？商丘市中医院：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可正常就诊

市中心医院

举行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实习

生 李 想）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健全常态化
疫情防控机制，近日，市中心医
院举行了普通病区疫情防控应急
演练。

演练选取了一名突发腹痛就
诊的患者苗某，由护士测体温正
常后进入急诊科诊疗，经急诊医
生查体后诊断为“急性阑尾炎”，
需紧急入院，已做核酸检测，未
出核酸检测结果，病区按照标准
预防进行收治患者，入住外一科
过渡病室。检验科电话通知患者
核酸结果阴性，将转入普通病

房。通知急诊手术，进行术前准
备，过渡病室按照要求进行消杀
工作。如果结果呈阳性，则立即
上报医院联防联控办公室，并及
时转定点医院，与此同时，保洁
人员严格按要求对过渡病室、病
区、环境等做好消杀工作。

此次应急演练的开展，提高
了该院各科室之间应对突发疫情
快速反应、规范处置、联防联控
等的能力，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
该院对急危重病人的救治能力，
对医院杜绝零感染、规范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切实筑牢安全屏障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市长征人民医院

开展院感防控知识培训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为进

一步做好医院新冠病毒感染的预
防与控制工作，有效降低院内感
染的风险，日前，市长征人民医
院对全院人员进行了院感防控知
识培训。

会议要求各部门准确把握疫
情防控形势发展变化，强化问题
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全面紧起
来、严起来，坚决打好这场疫情
防控攻坚战。感染办负责人详细
解读了《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
二版）》院感预防与防控知识，

又围绕“穿脱防护衣”时用物准
备、洗手步骤、戴防护口罩、穿脱防
护服等规范步骤进行了详细讲
解。会议还就穿脱防护服注意事
项及消毒处理等进行了现场示范。

看完现场示范，各科参会人
员按顺序一对一、面对面，进行
现场培训指导，做到人人熟练掌
握防护用品的穿脱。

会议强调，全体医护人员应
该深刻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
性和复杂性，不断学习疫情防控知
识，提高职业安全防护能力，在疫
情中最大限度减少职业暴露风险。

商丘市立医院

有序接收市一院住院患者

8月16日，夏邑县第二人民医院在该县一中核酸检测点，一男孩做完核酸检测后，主动给“大白”比
心，“大白”看到后也立刻热情回应，用双手对小可爱比心。 本报记者 张壮伟 摄

8月 15日，商丘市中医院工作人员为排队等候的市民免费赠送
抗疫中药液。当天，该院将连夜熬制的2.3万余袋抗疫中药液送到隔
离酒店、核酸检测点等地。 本报记者 谢海芳 摄

旅行“泡汤”、工作“暂停”、居家隔离……疫
情突如其来，打乱了不少居民的正常生活步
调。面对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论退休老
人还是上班族，无论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都
避不开疫情带给人的心理影响。心理专家提醒
公众，科学面对疫情，既要注重身体防疫，更
要积极心理防“抑”。

如何对抗心理上的焦虑？专家建议，首先
一定要作息规律，保证一日三餐营养均衡、定
时定量。不管在家办公还是出门上班，即便作
息因为疫情原因而做出了调整，也必须规律。
何谓规律，就是如果你习惯了早睡早起，那么
请继续坚持，如果你习惯了深夜办公，也请你
每天都在同一时间作息。并且，吃好、休息
好，才是让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础。不要把所有
的信息和精力全部集中在疫情上，以免干扰正
常生活。

疫情大大增加了电子产品使用时间，手机
成了人们最主要的排遣方式。心理专家特别提
醒，手机看多了，人的意志力就会被消磨掉。
因此，疫情期间，要主动保持人际交往关系，
主动倾诉交流。因为有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才能给彼此相应的安全感、安慰感。尤其是当
身边有亲人或朋友处于隔离期时，可以通过打
电话或视频的方式来相互支持、鼓励和打气。
此外，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过分压抑
自己。在注意疫情防控的同时，可以保持适度
运动，使身心放松。或者安排让自己感觉平静
专注的活动，比如画画、看书、听轻音乐或追
剧。此外，还可以在家里练习瑜伽、静坐冥
想、打太极拳等来放松身心，都可以达到缓解
焦虑的效果。但如果焦虑情绪持续太久，还是
要及时寻求专业人士做心理咨询。

（商丘市疾控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