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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及卫生健康和
应急救护知识，提高人
民群众防灾避险、自救
互救能力，近日，随县红
十字会在随县中医医院
举办 2020 年度第二期
红十字初级救护员培训
班，通过课堂集中讲授、
示范演示与实际操作相
结合的形式开展应急救
护培训。

（随州日报通讯员
邹薇 胡晓荷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敏）12 月 15 日，
随州市首例“剖宫产术中自体血回输技术”
在随州市中心医院产科成功实施，填补了我
市“自体血回输技术”在产科手术中的应用
空白，不仅降低了患者用血成本，还为凶险
性产科出血赢得了抢救时间，是保障母婴平
安的又一防线。

手术由产科主任肖凤仪、副主任李波完
成，剖宫产术取出一女活婴。术中胎盘娩出
后，子宫收缩乏力，产后大出血，立即启动产
后出血二级预警多学科综合救治。麻醉科
主任汪兵及其团队将收集的血液进行过滤、
分离、清洗、洗涤，然后将洗涤后的患者自体
血液回输入患者体内。经过产科、麻醉科、

输血科、护理等多学科团队严密合作，成功
完成该院产科第一例自体输血。

据医生介绍，回收式自体输血技术虽比
较成熟，但在产科存在羊水栓塞、胎儿红细
胞同种免疫、细菌污染的风险，推行缓慢。
随着设备及技术的更新，渐有运用。特别是
随着高龄孕妇的增加，妊娠合并胎盘植入、

前置胎盘、瘢痕子宫病例显著增多，发生产
后大出血风险增加，及时输血是非常关键的
救治措施。在血源紧张的情况下，自体输血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该院输血科、麻醉
科、产科多次邀请专家来院培训并组织业务
骨干到外院参观学习，为产科自体输血新技
术的顺利开展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

扁桃体是守护人类咽喉要道的重要
器官，如果扁桃体发炎会引发多种疾病，
所以要好好的保护。那么，如何预防扁桃
体炎？

什么是扁桃体
扁桃体是咽的淋巴器官，人的扁桃体

表面平滑并形成小窝（隐窝）。张大嘴巴，
压低舌头，发出“啊”的声音，对镜照就可
看见咽喉部两侧粉红色的小肉团，就是腭
扁桃体，俗称扁桃体。扁桃体自 10 个月
开始发育，4～8岁是发育的高峰期，因此，
这个年龄段扁桃体稍大，12岁左右停止发
育。

扁桃体的重要性
扁桃体是呼吸道的门户，扁桃体炎如

果治疗不及时，会引发多种并发症。如鼻
炎或鼻窦炎、中耳炎、风湿性关节炎甚至
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对人体造成多种伤

害。尤其在小儿时期，是个活跃的免疫器
官，并含有各个发育阶段的淋巴细胞及免
疫细胞，能抑制和消灭自口鼻进入的致病
菌和病毒，所以人们要非常重视对扁桃体
的保护工作。那么，如何预防扁桃体的炎
症呢？

扁桃体以预防为主
1、注意气候变化，及时增减衣服，避

免感寒受热。
2、一旦感染风寒，应该尽量减少外

出，以防交叉感染。
3、平时可适当多吃梨、生萝卜、话梅

等水果、干果，以增强咽喉的保养作用。
4、保持口腔卫生，养成晨起、饭后和

睡前均刷牙漱口的习惯。
5、生活要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

常，夜卧早起，避免着凉。特别是在睡眠
时，避免吹对流风。

6、应减少烟酒等的刺激，养成良好的
学习、生活习惯。

7、日常加强锻炼，提高身体免疫力和
抗病能力，并注意劳逸结合。

专家提示

如果只是初发扁桃体炎，一般情况
下，可针对自身的具体病情采取药物治
疗，即抗生素的治疗。但不宜长时间服
用，以免产生副作用。也可以采用中医中
药治疗法。

但是如果扁桃体炎经常反复发作，一
年内发炎 4～5 次以上，每次发炎时全身
症状重，有高烧、咽痛、扁桃体肿大及颌下
淋巴结肿大。或者扁桃体过度肥大、已影
响呼吸和睡眠。或者扁桃体上面出现囊
肿和其他的良性肿物。则要考虑摘除扁
桃体了。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娇）近日，由随州市中医医院举
办的“湖北省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中西结合保膝治疗研讨
班”在我市成功举办，来自省内近 200 余名中医、中西医结
合专家参会。

这次研讨班的主要内容为：中医药治疗膝骨关节炎、
膝骨关节炎保膝治疗的相关思考、四肢及脊柱骨折和中老
年骨性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等。全国知名中医教授
何承建、陈建锋、安建原作了专题授课。

举办本次研讨班目的是为提升我市基层医院对骨性
关节炎的治疗水平，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服务能力，加
强骨科人才培养，促进中西医结合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在临床中的应用，此次研讨班的举办必将推动我市中西医
结合治疗骨科疾病的研究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据悉，随州市中医医院骨伤科是湖北省中医重点专
科，设有病床 50 张，拥有高尖端设备 15 余台（件），科室业
务收入、门诊量位居随州市中医院前列，多项科研成果荣
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琪、何亚凌）“你血压高，要注意
控制。孩子也要注意，有什么不懂的给我们打电话，科室
的电话和微信都留给你了，有问题不要不好意思问……”
近日，广水一医院新生儿科的医生对产妇小登仔细嘱咐
着。

产妇小登，孕 37 周+2 天，于 11 月 29 日晚 11:00 左右被
急送至广水一医院急救中心，当时产妇已出现剧烈头疼、
呕吐等症状，急救中心立即联系医院产科医生会诊，确诊
为“妊娠合并重度子痫前期”收入院产科。

入院后，立即为产妇行降压、镇定等产前准备，随时检
测胎心情况，见胎儿心动过缓，建议行剖腹产终止妊娠。
在取得产妇及其家属同意后，于 11 月 30 日凌晨 02:27 为产
妇行全麻下剖宫产，新生儿科副主任熊瑛、护士长韩红梅
接到通知后连夜赶往科室安排高危新生儿接诊事宜，值班
医生王朋、护士左亭亭等前往手术室现场待命。

凌晨 02:32胎儿出生，全身青紫，无哭声，心率 60次/分
（正常心率为 120-150 次/分），诊断为“新生儿重度窒息”。
王朋及其团队当即为新生儿龙龙行保暖、清理呼吸道、刺
激呼吸、复苏气囊加压给氧等急救措施，经过八十分钟的
急救，新生儿皮肤颜色渐转红润，哭声渐大，初步脱离危险
后转入该院新生儿科观察治疗。

龙龙入院后，血氧饱和数据并不稳定，新生儿科医护
日夜守在床边，时刻关注着孩子的情况，在调整体位、刺激
呼吸、鼻导管吸氧、维持血糖稳定等一系列对症治疗措施
下，患儿情况得以好转。12月 4日，龙龙在停止体外给氧的
情况下血氧饱和度监测数据恢复正常，足月奶喂食可达
40ml/次，到这时，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才真正为他放下心
来。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曾言）近日，曾都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医务人员共同努力下为重症监护区一例重症脑出血
患者陈某进行了动脉穿刺，实施了有创血压监测，成功完
成了首例动脉有创血压监测。

有创血压 (IBP)检测是将动脉导管置于动脉内直接测
量动脉内血压的方法。IBP 监测系统包括二个组件：电子
系统和充液导管系统。穿刺成功后将动脉导管与充液导
管系统相连，然后通过换能器将充液系统与电子监测系统
相连接，调零后即可直接测量动脉血压，此测量为持续的
动态变化过程,不受人工加压、减压、袖带宽窄及松紧度的
影响,准确直观，是 ICU重要的监测手段。

据介绍，有创血压监测适用于各类危重患者和复杂大
手术及有大出血手术的；严重低血压、休克、严重的周围血
管收缩和其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疾病需反复测量血压的，
或者无创血压难以检测的；严重高血压、创伤、心梗、心衰、
MODS、心肺复苏术后等；需要应用血管活性药物的患者、
需反复采取动脉血标本作血气分析的患者等。有创血压
监测及中心静脉压监测的联合开展，能够为更多重症患者
生命体征的监测提供技术支持，为临床的诊断与治疗提供
帮助，为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勇斌）为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完善党组织和党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长效机
制，近日，市中心血站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到随县万和
镇青苔村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党员志愿者身穿红马甲，深入大街小巷向当地群众宣
传无偿献血知识。“您好，欢迎您参加无偿献血，这份宣传
资料您可以了解一下。”志愿者们耐心地向大家讲解无偿
献血知识，细致地解答大家的疑惑，得到许多群众的认
可。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放无偿献血宣传资料 180余份，
招募了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无偿献血者队伍。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让大家了解了献血的一些常识，
更为重要的是让大家深入了解献血是一种社会责任，鼓励
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弘扬无私的奉献精
神。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夏辉、叶大强）肺结
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
病，是我国传染病中的头号杀手，为加速控制
结核病传播，对结核病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近日，随县小林镇卫生院联合随
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在小林镇开展
结核病筛查工作。

本次筛查的对象有既往患过结核病的患
者、糖尿病患者、连续咳嗽、咳痰二周不见好
转者、长期低热和咳痰带血者，共筛查 200余
人。专家组对每一位筛查者都进行了耐心细
致的询问和了解，并对疑似患者进行了 X 线
拍片检查，然后根据患者的拍片情况转市结
核病定点医院进一步确诊，对确诊患者由市
疾控中心免费提供治疗药品，由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为患者建档管理并定期上门督导服
药情况，直至患者痊愈。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中贤）为减轻患者
经济负担，随县新街镇卫生院通过带量采购、
以量换价，降低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切实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慢性病患者不断
增多，自 2020 年 7 月起新街镇卫生院积极参
加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采取对药品
定点生产企业发出承诺函，根据历史用量承
诺下一年度采购数量这种方式来达到“以量
换价”。截至目前，已经参与三批计 35 种药
品的采购，购入的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口
服药价格出现断崖式下降，大部分药品价格
在五元以内，下降幅度达 50%以上，有的甚至
超过 90%，日前国家组织的第四批带量采购
中对抗菌素注射剂及辅助用药也正在进行

“拼团”，病人用到质优价廉的药品并极大减
轻了用药负担。

与此同时，新街镇卫生院对药品、耗材、
检查项目与湖北医疗智能监管系统相应目录
对接，对不合理用药、检查及收费，监管系统
将自动警示，管好医生一支笔，管好卫生院一
本账，通过各种举措优化服务，缓解了日益严
重的医保资金压力，让更多的病人享受到政
策带来的红利。

如今微信朋友圈排名靠前的“谣言”
主题是：健康养生、疾病，其中以“养生食
品 大 全 ”等 死 亡 焦 虑 为 主 题 的 谣 言 占
55%。业内人士表示，伪科学信息满天飞，
微信朋友圈已成为健康谣言的重灾区。我
们在无奈的同时不禁要问，到底哪些传言
是真，哪些又是耸人听闻呢？

抗癌类：在众多传言当中，关于癌症
的内容无疑最为抢镜，更受关注。本来普
通的食物被赋予各种神奇的作用——“抗
癌”“美颜减肥”“抗衰老”……各式各样的
标题夺人眼球，如“每天一杯柠檬水，能抗
癌！”等，但真相并没有如此神奇。这类谣
言传播抓住的就是百姓对健康的渴求，常
用高科技、明星代言等做噱头。对此，老百
姓应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能听风就是雨。
身体需要不同营养素，单靠一种不可能有
奇效，只有均衡膳食才是健康的保证。

中毒类：譬如“吃微波炉加热过的食
物会致癌”“喝豆浆导致乳腺癌”等。微波
炉只是加热食物中的水分子，食物本身并
没有发生化学变化，不可能产生致癌物。
而豆浆中的植物雌激素并不等于人体雌
激素，即使是乳腺癌患者，也可以放心喝
豆浆。

相克类：“土豆牛肉不能一起吃”……
在网上盛传的“食物相克表”中，罗列的食
物搭配禁忌有数百种之多。因为个人体质
不同，饮食上的顾忌也有很大差异，这种
绝对、统一的相克说一点也不科学。比如，
传言“土豆牛肉相克”，说两者在被消化时
所需的胃酸浓度不同，会延长食物在胃中
的滞留时间，最后导致胃肠功能紊乱。实
际上，土豆所含的淀粉只能在小肠中被消
化，而牛肉等食物中因含有蛋白质，可延
缓淀粉进入小肠的速度，从而避免了血糖

过快上升。另外，还有一些“食物相克”是
由于不恰当的解读造成的。比如“豆浆鸡
蛋相克”，主要是由于生豆浆中含有妨碍
蛋白质消化的胰蛋白酶抑制剂，如果豆浆
煮透，和鸡蛋、牛奶同吃不会有任何问题。
其实完全不必太过拘泥一些生拉硬扯的

“良配”，最要紧的是针对自身体质进行调
整。

戳破微信朋友圈的健康伪科学需要
管理部门、媒体和用户等合力围剿。作为
公众则需要提高自己的健康素养与网络
素养，转发这些“健康知识”之前多想想、
多查查，看看文章来源于哪里，证据链条
是否充分，是否有商业营销的目的，往往
就能斩断伪科学知识的传播链条。

用自己的血救自己的命

市中心医院成功实施
我市首例剖宫产术中自体血回输 省中西结合

保膝治疗研讨班在我市举办

曾都医院成功实施
首例动脉有创血压监测

广水一医院多学科联合
救治重度窒息新生儿

市中心血站
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新街镇卫生院
多举措减负惠民

小林镇卫生院
联合市疾控中心

开展肺结核病免费筛查

冬季小心预防扁桃体炎
随州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 张运东

这些“朋友圈”健康谣言，你信了么
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