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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熊仕伟、徐敏）5
月 22 日，随州市中心医院传来第一对不
孕症夫妻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成功怀孕的
好消息。试管婴儿技术的顺利开展填补
了我市在生殖医学领域的空白，意味着
随州市及周边地区有不孕不育需求的人
可以享受到“好孕”就在家门口的便利。

赵女士夫妇的求子之路可谓举步维
艰，结婚伊始，23 岁的妻子便发现卵巢
功能低下，近两年多来辗转多家医院就

医，备受打击，身心俱疲，医生建议他们
尽早做试管婴儿，但当他们了解到做试
管婴儿需要多次往返奔波、花费庞大，让
这对夫妇望而却步。2021年 3月，随州市
中心医院试管婴儿技术获批运行，在亲
朋好友的推荐下这对夫妇来到生殖医学
中心咨询，决定在该科做试管婴儿。在业
内知名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为赵女士制定
了个体化促排卵方案，于 2021 年 4 月初
正式启动，4 月 22 日取卵，4 月 25 日移植

胚 胎 ， 5 月 9 日 验 血 HCG 值 为
675.00mIU/L， 5 月 22 日 B 超 看 见 孕
囊、胎芽及心管搏动，这是随州市有史
以来第一例试管婴儿成功妊娠！

“看着 B 超屏幕上小小的孕囊、胚
芽及心管搏动，就仿佛能看到宝宝可爱
的身影，听到宝宝的心跳声，我和老公
都激动不已。尽管婚后求子不顺，但在
随州市中心医院生殖医学专家的帮助
下，我们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赵

女士如是说道，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次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成

功，展现了随州市中心医院在人类辅助
生殖业务方面的实力和专业性。该院生
殖医学中心将秉承“传承神农医道，仁爱
奉献为本”的院训，以精湛的技术和优质
的服务，为每一个患者的生育梦想，做出
自己的努力，竭诚为不孕不育家庭带来
希望。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吕晓梅、杨艳）2021 年 5 月 20 日，是第 31 个全国
母乳喂养宣传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妈妈的奶，妈妈的爱”。近日，我市
卫健部门围绕主题组织开展了“520”母乳喂养宣传日健康科普教育活动，
进一步深化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5月 20日，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曾都医院、广水妇幼保健院等
医疗保健机构在人流量大的街道集中宣传，通过专家健康咨询、摆放宣传
展板、发放母乳喂养宣传资料等形式，大力宣传母乳喂养的优点和重要
性，号召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和促进母乳喂养，传播科学育儿知识。相
关保健机构充分利用电子屏滚动字幕、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开展知识讲
座、电视培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向社会公众传播母乳喂养的重要意
义，普及母乳喂养知识。

据悉，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营养食品，具有容易消化吸收、维护
肠道健康、提高抗病能力、降低感染风险、益于智力发展等优点。下一步，
我市将进一步加强母乳喂养和母婴保健服务，广泛普及母乳喂养知识和
技巧，传播科学育儿知识，营造一种关心母乳喂养、关注母婴健康的良好
社会氛围。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坤）近日，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组织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和支部书记坚持以上
率下，采取个人自学、精读细研、领读原文等方式，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在学习上有更高标准、更高要求，在学党史、讲党史、懂党史、用党史方
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中心负责同志要求班子成员和支部书记要切实增强党史学习的高度
自觉，坚持统筹兼顾，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
力。全体党员干部要紧紧围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的目标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结合实际工作，按照上级要求，抢抓
机遇加快推进公共卫生补短板强功能，做实硬支撑、提升软实力，全力打
造随州样板，更好地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曾言、蒋立杰、张厚琪）为改善护理服务质量，提
升护理人员共情能力及爱伤观念，提供真正以病人为中心的优质护理服
务，近期，曾都医院在各临床科室开展了“假如我是患者”换位体验活动。

在该院神经内科，主管护师王媛媛躺在病床上先后体验口腔护理和
多频震动排痰机“排痰”过程，同事将仪器放置她的后背不断移动位置，并
根据她的反馈来调整频率大小；在神经外科，护士何丹丹体验了空气压力
波治疗仪治疗过程，下肢被环状包裹，压力过大时双腿又会被挤压的疼痛
难以忍受……仅仅一小段经历，让她们体会了一把当患者的感受。

体验者事后表示，虽然仅仅是一小段过程，可有根管子在自己的嘴里
很不舒服；肢体被固定不能扭动心情很是烦躁，想快点结束体验。这次体
验，让自己深刻体会到了病人躺在病床上时生理上的痛苦与心理上的恐
惧，所以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像口腔护理、病情解释与心理疏导这些细节
尤为重要。

该院负责人表示，换位体验活动旨在增加共情能力，感患者所感，想
患者所想。开展此次换位体验活动，只为寻求更好的护理方式，通过切身
体验，查找、解决患者进行各项护理活动中比较容易忽视的“细节”问题。
摆脱“我”的视角去看待护理问题，能够站在“Ta”的角度去感受，来思考，
从而做到切实改进护理服务，夯实护理技术，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护理服
务。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通讯员叶旭、杨志英）近
日，在曾都区南郊卫生院柳树淌院区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点，
居民排起长长的队伍，依次测温扫码、填写个人信息、签知
情同意书、健康询问、疫苗接种、留观 30 分钟，整个接种流
程有条不紊。

南郊卫生院将新冠肺炎疫苗接种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
作，按照上级防控指挥部的安排部署，迅速行动，加快辖区
疫苗接种扩面、提速工作，开辟瓜园院区和柳树淌院区两个
接种点，合理规范设区，并在曾都医院专家组的指导下，严
格监测并妥善处置接种异常反应情况。随着全民疫苗接种
工作不断深入，南郊卫生院联合柳树淌社区动员志愿者 15
名，现场维持秩序，指导接种者扫码填写信息，加强宣传引
导。通过精准预约、优化流程，大大缩短了排队等候时间，
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晶晶、徐巧、冯彬）2021年 5月 15
日是第 28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为了提高居民对碘缺
乏病危害的认识，持续巩固地方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
成果，随县疾控中心组织慢病科和健教科工作人员分别到
万福店镇中心小学、尚市镇街道围绕“科学补碘 健康一生”
主题开展宣讲活动。

宣讲活动针对不同人群普及科学补碘知识，讲解碘缺
乏病的定义、表现、危害、如何预防及正确购买、保存和使用
食用碘盐注意事项等知识，请老师、学生和参加活动的居民
将学到的知识及宣传资料带回家给家人和亲戚朋友。通过

“小手拉大手”“友谊联帮带”宣传碘缺乏知识，以扩大宣传
范围，提高居民对科学补碘的全面认识，提升碘缺乏病防治
知识知晓率，提高家庭合格碘盐食用率。

本次活动通过悬挂主题横幅、播放 LED 显示屏、现场
咨询、发放宣传资料、健康宣讲、播放宣传视频等多种形式
开展，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粘贴宣传海报 30余张、接
受宣传咨询人数 800余人次。本次宣传活动进一步促进辖
区居民掌握碘缺乏病防治知识，提高了疾病预防意识，广泛
动员辖区居民共同参与碘缺乏病防治工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琪、
何亚凌）5 月 18 日，广水一医院
骨科成功为 76 岁的右下肢静脉
血栓形成患者实施静脉造影+
下肢静脉滤器置入术。该项手
术的成功实施，标志着广水一医
院顺利攻破了外周血管介入治
疗的技术难关，填补了广水地区
外周血管介入领域的空白，令群
众足不出市就能享受到三级医
院的治疗福利。

患者杨某今年 76 岁，家住
广水市蔡河镇，因在家中不慎跌
倒伤及右髋部，前往广水一医
院，以“右股骨转子间骨折”收入
该院骨科，拟行手术治疗。术前

经下肢血管超声检查，见其右下
肢静脉血栓已形成，手术中一旦
血栓脱落，可能导致严重的肺动
脉栓塞，危及患者生命。

骨科主任韩家宏及其团队
针对杨某病情进行认真讨论，患
者有多年高血压病史，是外伤后
患肢制动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
栓形成的高危人群，为避免术中
出现栓子脱落发生严重的肺动
脉栓塞，甚至导致死亡的风险，
决定为其实施“静脉造影+下腔
静脉滤器置入术”。

5 月 18 日下午，该院骨科医
疗团队为杨某实施下肢静脉滤
器植入术。经过 30 分钟的介入

治疗，腔静脉滤器安全植入。目
前，患者已接受右股骨转子间骨
折手术治疗，术后恢复情况良
好。

据该院骨科主任韩家宏介
绍，下肢静脉滤器植入属于微创
治疗技术，具有“不开刀、损伤
小、恢复快、效果好”等优点。把
伞状的腔静脉滤器经深静脉穿
刺置入患者下腔静脉，能有效捕
捉脱落的大块血栓，降低肺栓塞
的风险。待血栓风险消除后，取
出滤器，既达到降低栓塞脱落的
风险，同时又避免了永久性滤器
置入后的长期抗凝、血栓形成及
腔静脉阻塞的风险。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赵双蝶、徐慧斌）为推动健康促进
工作，传播健康理念，培养学生自我健康意识和健康文明生
活方式，5 月 26 日下午，随县柳林镇卫生院积极参加巡讲
团，联合县疾控中心专家组在柳林镇中心学校组织开展了
2021年健康大巡讲活动。

此次活动由巡讲师团成员为柳林镇中学 300多名学生
详细讲解了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和学校传染病防控知识，现
场演练了心肺复苏和手卫生“七步洗手法”，普及烟草危害
相关知识，动员同学们带头做“拒吸第一支烟”新一代。

通过此次巡讲，向广大师生传授了基本健康知识与技
能，同时引发全校师生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并动员广大师生
积极参与健康促进活动。

进入夏季，减肥又成了一个绕不开
的话题。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瘦一些、美一
些，一些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
方法都敢尝试。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一个名为“小腿神经阻断术”的减
肥手术，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种手术就是通过切断小腿一些相
对“不那么重要”的肌肉神经，让肌肉失
去活力自然萎缩，最终达到瘦小腿的目
的。小腿肌肉的神经属于人体的周围神
经，而周围神经是身体非常重要的部分，
神经除了支配肌肉，还通过神经传递营

养因子，保持肌肉不萎缩和一定的强度，
现在一些人为了瘦腿人为割断小腿部的
神经，意味着它的这些功能将无法发挥
作用，后果可想而知。

按照一些医学专业人士的说法，小
腿肌肉的神经被切断以后，会影响走路、
跑跳，甚至会跛……而一些已经实施过

“小腿神经阻断术”的网友则表示，在做
了手术以后，走路时出现了乏力、膝盖无
力等情况，恰好印证了专家们的说法。而
且，这一方面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现在
切断了小腿部的神经，以后是不可能再

恢复的；另一方面，影响也是终身的，甚
至说人越老，这种影响的负面后果体现
地也就越明显，未来如果因外伤或者中
风，再需要小腿肌肉潜在功能的时候，就
无法恢复了，可以说危害无穷。

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来换取可能只
是一种暂时性的美丽，既反映了现在很
多年轻人的“容貌焦虑”，同时也反映了
一些年轻人为了追求美而不择手段，不
顾后果的一面。这样的一种理念或者说
价值观，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从前段时间
流行的“A4 腰”，到“漫画腿”，再到现在

的“自残式瘦腿”，很多年轻人正在一种
病态的审美理念下误入歧途，并且一路
狂奔，这是很危险的，说的难听点，也是
很愚蠢的。

爱美之心没有原罪，但健康才是最
好的美，或者说追求美不能以牺牲健康
为代价，健康就是追求美丽的道路上的
底线。一个人如果连健康都不做到，又哪
里谈得上美呢？就像一个人如果因为贸
然实施了“小腿神经阻断术”而导致走路
受到影响，人们只会在乎他一瘸一拐的
腿部残疾，谁还会在乎他的腿有多细？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娇）近日，“岐黄学者王华教授工作室”落户随
州市中医医院。“岐黄学者王华教授工作室”团队现有成员 9人，均为湖北
中医药大学针灸专业专家，学术水平高、临床经验丰富。今后，专家团队
将每月两次到随州市中医医院坐诊，为随州市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5月 15日上午 8：00，康复医学中心门口已有人等候，工作室刘建民教
授正在为病人诊疗。面对病人的问题，刘教授耐心细致地做了解答，针对
病人的疾病进行详细诊断。

刘建民教授此次坐诊，让随州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专家面对面
的优质、高效服务，同时与随州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医护人员做了交流，对
疑难病例进行了指导，为针灸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在我国，献血人次仅约占我国人口的
1%。甚至部分人群对献血很排斥，认为献血对身
体有害。关于献血的这些知识你了解多少？

献血有害健康吗？
一般每次献血量(200毫升或 400毫升)，约为人

体总血量的 5%～10%，并不会损害健康。献血后，
平时贮存在肝、脾等脏器的血液，此时会被“派遣”
出来维持供血量。同时骨髓等“造血工厂”会加速
造血。研究表明，一般 2 周左右，身体各种血液成
分就会恢复到献血前水平。

献血会传染疾病吗？
《献血法》规定，血站采集血液必须严格遵守

操作规程和制度，采血必须由具有采血资格的医
务人员进行，一次性采血器材用后必须销毁，确保

献血者的身体健康。
血站采血时使用的都是经过严格灭菌的一次

性医疗器材，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使用后的
血袋、针头等医疗废弃物要严格按照规定统一处
理，集中销毁，不会重复使用，因此献血不会感染
疾病。

献血会上瘾吗？
就人体生理而言，献血只是少量失血的过程，

并不存在“成瘾”的任何机制和原因。
献血后需要静养和进补吗？
献血后 24小时内不要进行强度较大的体力活

动，注意饮食均衡，但没必要额外“大补”。少数人
会感觉疲倦，应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睡眠。通常，
献血后 1～2天即可恢复日常生活。

“好孕”就在身边

随州市中心医院首例试管婴儿成功怀孕

近日，随县小林镇卫生院组织医护人员携带医疗器材深入该镇福利院、社区开展义诊咨询、现
场签约、健康体检等宣传服务活动，提升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扩大长期处方、出诊等服务覆盖
面，提高该镇签约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随州日报通讯员 夏辉 叶大强摄）

我市开展“520”
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活动

“岐黄学者工作室”
落户随州市中医医院

市疾控中心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牢记使命担当

曾都医院开展
“假如我是患者”换位体验活动

随县开展
“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

南郊卫生院
稳步推进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柳林镇卫生院
健康大巡讲走进校园

远离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自残式”瘦身
苑广阔

广水一医院
成功实施首例下肢静脉滤器植入术

献血小知识，你了解多少？
随州市中心血站 徐勇斌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钱万晶）近日，随县安居镇卫生院党支部组织 30
余名党员赴黄岗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李先念
故居纪念馆参观学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纪念馆内，大家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黄麻起义的艰辛历程，鄂豫皖苏
区革命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今年 75 岁的退休老党员周新忠激动的
说道：“跟随党支部奔赴红安革命老区，再次深深感受到革命先烈深沉的
家国之爱、信仰之美。作为有着 5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党有着深厚的
感情，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优良传统更是责不旁贷。”

党员们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革命烈士的崇高品格和革命精神，深刻
铭记党的艰苦岁月和光辉历史，发扬红安精神，砥砺品格，立足岗位，履职
尽责，勇于担当，为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随县贡献力量，为打造全民健
康的“方舟”不懈努力奋斗，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安居镇卫生院
赴红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