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医 疗动态

健健 康杂谈

健康周刊 32021年 10月 26日

编审：桂运东 编辑：王松 检校：陈华 版式:向红

医医 疗经纬

健康随州周刊
共建（排名不分先后）：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随州市中

心血站、随州市妇幼保健院、随州市曾都医院、广水市第一

人民医院、随县中医医院、随县洪山医院、随县万和镇中心

卫生院、随县小林镇卫生院、随县尚市镇卫生院、随县新街

镇卫生院、随县安居镇卫生院、随县淮河卫生院、随县柳林

镇卫生院、随县均川镇卫生院、随县高城镇卫生院、随县殷

店镇卫生院、随县唐县镇卫生院、随县吴山镇卫生院、随县

万福卫生院、随县草店镇卫生院、随县三里岗镇卫生院、曾

都区南郊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曾都区万店镇卫生院

主办：随州日报社、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协办：广水市卫生健康局、随州市中心医院、随州市中医医院

主持人：王松QQ：29953476
设计：向红

十
月
二
十
日
下
午
，随
州
美
年
大
健
康
慈
铭
体
检
组
织
全
公
司
员
工
观

看
红
色
电
影
《
长
津
湖
》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吸
取
奋
进
力
量
。

（
随
州
日
报
通
讯
员

谢
三
强
摄
）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尚伶、黄昆）10月 11
日至 17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市卫健
委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的宣传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
网络安全意识植根于心。

市卫健委组织召开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网络安全宣传动员会，对全市卫生健康网络
安全工作提出要求，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
度、提升安全预警能力、加强网络人才队伍
建设等。

开展网络安全讲座。大力宣传网络安全
法律法规，对《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
护条例详解》等部分条例进行解读，不断增
强全体干部职工的网络安全意识。

设立宣传展板，悬挂标语横幅。通过在
各医疗机构显著位置悬挂网络安全横幅、电
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折页、现
场为群众讲解等方式，宣传网络安全领域重
要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家标准等，营造人
人知晓、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在线推送网络安全知识。通过线上网
络面向全市医务人员进行网络安全知识
推送，普及网络安全小知识，推送有奖答
题小游戏。既亲切生动，又直观易懂，力求
让所有人喜欢看、看得懂、记得住。

播放网络安全主题宣传片。充分利用
人流量较大的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场所循
环播放网络安全主题宣传片，通过一个个
鲜活的事例警示大家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用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语言向群众说清

是非界限，切实规范群众网络言行。
通过此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进一步推

动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
护等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提高了全市卫生健康
系统干部职工网络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下一
步，市卫健委将严格按照国家网络安全法律法
规，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管理，督促各医疗卫
生单位全面落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积极推
动网络安全工作常态化开展，为卫生健康信息
化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娇）为进一步构建全市各级中医
医疗机构、综合（专科）医院中医科、基层医疗机构国医堂畅
通联动体系，挖掘并推广特色鲜明、疗效显著的中医护理特
色技术，达到共享、互通、互用的目的，10月 19日，由随州市
总工会、随州市卫健委主办，随州市中医护理质量控制中
心、随州市中医医院承办的“随州市中医护理特色技术推介
大赛”在随州市中医医院成功举办，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共有 11个代表队 22位选手参加了此次竞赛。

中医护理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
随州市卫健委高度重视中医护理学科的发展和队伍建设，
在随州市总工会的指导下，组织全员参与的中医护理技能
竞赛，以加强全市医疗机构间的学术交流，挖掘并推广特色
鲜明、疗效显著的中医护理技术，达到引领、共享、互通、互
用的目的。

本次竞赛形式包含 PPT 汇报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竞
赛现场氛围如火如荼，各单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以充分的
理论依据及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娴熟的操作技能，展现了白
衣天使在日常工作中的真我风采。

经过激烈的角逐，随州市中医医院聂自立荣获竞赛综
合成绩第一名，将按程序推荐申报“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随州市中医医院肾病科荣获“团体一等奖”，按程序推荐申
报“随州市工人先锋号”，随州市中医医院肿瘤科、随州市中
心医院荣获“团体二等奖”，随县中医医院、随州市妇幼保健
院、曾都医院荣获“团体三等奖”；曾都区中医医院、广水市
第一人民医院、广水市中医医院、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广
水市妇幼保健院荣获“团体优秀奖”。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弘扬了中医传统文化，同时
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传承与创新，并推动了中医护理学科
建设和专业发展。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熊仕伟）近日，国家级继教项目
“消化道疾病影像诊疗新技术推广培训班”在随州市中心
医院举办。会议邀请了湖北省肿瘤医院、武汉协和医院、
襄阳市中心医院、十堰市太和医院、荆州市中心医院等医
疗机构的专家，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放射科、介入科、消化
科近 100余名医护人员参加会议。

此次“消化道疾病影像诊疗新技术推广培训班”的开
展是为进一步提高本地区医学影像的诊疗质量、优化诊
疗环境、发挥影像新技术的优势以及提升影像学科科研
开展能力。与会专家分别就《肠梗阻影像诊断思路》《消
化道壁内血肿的影像表现》《胃石及肠道粪石的影像诊
断》，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参训学员听完
授课后受益匪浅、意犹未尽。来自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
科、消化内科、介入医学科以及我市其他医疗机构的多位
讲者也围绕培训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交流。

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消化道疾病影
像诊疗新技术推广培训班”，是随州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
科首次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希望大家珍惜这次难
得的学习机会，认真学习，虚心请教，把先进的理念、经验
和技术学到手，为提高放射诊断水平而不懈努力。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厚琪）“医生，快来救救这个病
人！”急切的呼叫声在曾都医院消化内镜门诊响起。近
日，一位 73 岁老大娘当天早上服用药物时，不小心把药
瓶当胶囊直接吞服，之后就出现腹部不适等不良反应，家
属迅速将其送往曾都医院消化内镜门诊。

接诊医生通过了解与判断，提出要立即取出异物，以
免患者胃、肠道出现损伤，与患者家属沟通后立即制定手
术取出方案；内镜下异物取出术，随即开通绿色通道紧急
联系麻醉科，术前准备快速完成。手术过程行云流水，从
接诊患者到取出异物约 30 分钟，使其转危为安，患者及
其家属对消化内镜科医务人员精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
赞不绝口！

如若遇到消化道有异物时应该怎么办？曾都医院消
化内镜科主任邹智晶讲解：消化道异物视异物的大小和
停留于消化道的部位而产生不同的症状，如异物较大，嵌
顿于喉头气管，可立即窒息死亡；而当较小、尖锐的异物
如鱼刺等嵌顿于食道时，很多人常通过吞咽饭团、馒头，
想利用重力将嵌顿物带入胃中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这
会造成食管撕裂、大出血等严重的后果；即使异物没有嵌
顿在食道，直接进入到胃肠道中，胃肠道中的异物停留时
间较长者，容易继发肠粘连、肠梗阻甚至肠坏死，因此当
有异物进入消化道后，不能掉以轻心，应及时到正规医院
就诊。

消化内镜异物取出术只是曾都医院消化内镜科技术
的冰山一角。目前，该科采用了一系列消化内镜下诊断
与治疗技术，如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规范开展胃
肠道经内镜下取异物、内镜下息肉圈套摘除术及电灼术
治疗技术，消化道大出血的规范化诊疗和综合抢救，包括
急诊内镜诊断及内镜下止血药物喷洒、钛夹钳夹等止血
治疗，无痛胃镜、无痛肠镜检查等先进技术，为越来越多
的患者解除了痛苦。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亚凌、王
琪）挂号、交费排队时间长，高峰时段
人更多……到医院就诊，不少群众都
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看病堵心、
揪心、烦心。

如何疏通群众看病的“堵点”，
解除群众看病的“烦点”，解决群众
看病的“难点”，破解群众看病的

“痛点”，提升医院优质服务质量，
真正让广大群众满意，一直是广水
一医院新一届院领导班子认真思考
的课题。

自开展创建三级甲等医院活动
以来，广水一医院采取多种措施，方

便百姓就医。10月 13日，医院新门诊
楼大厅新增自助挂号（交费）机 10台、
门诊医技科室新增自助取片（报告）
机 4 台、住院科室新增自助费用查询
机 10台，这一改变，使得过去的“窗口
式”服务转变成“敞开式”服务，就诊
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实现挂号、
充值、缴费、查询等操作，并且通过挂
号机能够直接选择就诊医生和就诊
时间，无需排队等待，大大提升了患
者就医体验。

同时，针对年龄大或者对自助挂
号机不熟练的就诊群众，医院在大厅
内配置多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就

诊群众进行解答和演示，让更多群众
能够快速掌握操作方法，过去排着长
长队伍的情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
解。

据该院门诊部负责人介绍，为了
缩短医院门诊挂号排队等待时间，改
善患者就医体验，医院开展了全天候
预约、分时段就诊，预约挂号方式包
括微信、支付宝、自助挂号机、现场、
网络、电话等多种方式。同时，医院
进一步简化了就医流程，缩短了群众
排队等候时间，有效减少了人员聚
集，避免医院交叉感染，尽最大努力
保障了人民群众就医安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唐心敏）近日，“国家人体生物监
测”项目在曾都区南郊黄畈村正式启动。这是中央财政转
移支付地方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该项目旨在通
过开展我国人群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人体生物组织中环境
污染物监测，获得有代表性的环境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人体
暴露负荷的全国性数据。

项目通过问卷调查及健康体检的方式进行。曾都区 3
个村（居委会）被抽中的居民作为获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人
群样本，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收集样本人群的基本信息，开
展外暴露环境的调查，并开展血、尿等生物样本中环境化学
物质内暴露水平检测，最终通过对人群环境化学物负荷水
平及健康效应之间关系的分析,评估我国人群环境有毒化
合物暴露的健康风险。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晏凯）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到“预防为主、防消结合”，近日，随县
新街镇卫生院组织全院干部职工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讲座讲解了消防安全基础知识，介绍十大常见火灾隐
患和处理方式，强调火场逃生六原则和方式，拨打 119报警
注意事项和如何使用消防栓、灭火器等常见消防器材。整
个讲座过程中，结合经典案例，生动讲解，气氛活跃，教官和
职工很好地展开了互动，参加讲座的干部职工消防安全应
知应会知识得到进一步巩固，消防安全意识得到进一步强
化。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岳赓）近日，随县吴山镇卫生院召
开了“转作风、保安全、促发展”活动动员大会，会议传达学
习了全县“转作风、保安全、促发展”大会精神，对开展“转作
风、保安全、促发展”活动进行安排部署，全体职工参加会
议。

会议强调，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从精神状态不佳、领
会政策不透、执行部署不力、工作标准不高、责任担当不强、
规矩意识不严几个方面，认真查摆检视，抓紧堵漏洞、补短
板，切实转变作风、筑根基、强队伍，切实增强“转保促”活动
的实效性。

会议要求全院干部职工的思想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
设，抓在经常、严在经常，要保持慎独慎始慎微，牢记初心使
命，勇敢担当，为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提高安全意识 筑牢安全防线

市卫健委积极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市中心医院
举办我市医学影像专业
首个国家级继教项目

曾都医院
妙手取出大娘体内药瓶

市中医医院举办中医护理
特色技术推介大赛

国家人体生物监测项目
在曾都区南郊正式启动

随县新街镇卫生院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吴山镇卫生院
积极推进“转保促”活动

女性都要经历生产，但是现在生产的方
式是可以选择的，有剖腹产和自然分娩。但
是顺产和剖腹产都有其优缺点，在选择方面
女性不免会犹豫，女性顺产和剖腹产哪个更
好?

顺产和剖腹产哪个更好
于孕妇来说，顺产会更好一些，有利于

身体的恢复，而且经过顺产的宝宝也更加的
聪明。在顺产的时候会经历三个产程，每个
产程都是特别痛苦的。而剖腹产是孕妇没有
办法顺产才会选择的一种方法，能够保证胎

儿和孕妇的健康，在产后的女性伤口恢复也
是特别痛苦的。

一般情况下，选择剖腹产原因主要是母
体方面的原因，比如孕妇本来就身患某种疾
病，不能承受分娩的过程，这个时候，就需要
剖腹产来帮助孕妇生产。还有的情况是胎儿
本身的问题，胎儿太大就是其中的原因之
一。另外就是胎儿的胎位异常，这种情况，如
果不选择剖腹产，就会导致孕妇分娩有危
险，同时也会危害到胎儿的安全。还有一种
情况就是胎儿的成长环境不适合孕妇进行

顺产分娩，比如羊水量过少，宫颈条件不
理想等等。无论孕妇选择哪一种分娩方
式，只要对自身和胎儿是有利的，就是正
确的。等分娩之后，孕妇要好好调理身体。

顺产和剖腹产哪个安全
剖宫产和顺产哪一个安全性更好，其

实不能说得太绝对，而且要根据每个产妇
的情况不同来选择的，这种安全性是相对
的。分娩过程中子宫的收缩，能让胎儿肺
部得到锻炼，让表面活性剂增加，肺泡易
于扩张，出生后发生呼吸系统疾病少。子

宫的收缩及产道的挤压作用，使胎儿呼吸道内
的羊水和黏液排挤出来，新生儿窒息及新生儿
肺炎发生率大大减少。宝宝经过产道时，胎儿头
部受到挤压、头部充血、可提高脑部呼吸中枢的
兴奋性，有利于新生儿出生后迅速建立正常呼
吸。

但是阴道分娩有困难的产妇，当出现剖宫
产手术指证的时候，阴道分娩的危险性就会更
大的。比如胎儿过大、骨盆绝对性狭窄、胎方位
不正、胎儿窘迫等情况，都是需要剖宫产的，阴
道分娩只会造成严重的分娩期并发症。

顺产和剖腹产哪个更好？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夏尧 江广春

广水一医院
便民服务让患者更方便更省心

最近，邻居刘阿姨对手机微信上
的有关老年人养生的小贴士十分着
迷，她根据微信上推荐的 10 多种食
疗方子，试吃了多次，感觉没有什么
效果，家人劝她不要痴迷微信上的“养
生经”，对此她十分苦恼，不知该听谁
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
越关注身体健康，养生意识也越来越
强。如今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有关
健康养生的帖子数不胜数，怎么吃、怎

么睡、如何健身等各有各的说法，涉及
生活方方面面，有的让人耳目一新，有
的却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知，鱼目混
珠，真假难辨，其中许多观点无从考
证，有的标题很吸引人，稍有不慎，就
会身陷其中，造成健康损害。

人们盲从“微信养生”，一方面与
日渐提高的生活质量密不可分，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养生、健康、
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催生新的

“养生概念”；另一方面，与人们的健康

状况息息相关，如今“三高”人群数量
逐年递增，大家难免“病急乱投医”，但
更多地反映出公众养生知识的匮乏，
普及养生理念和医药常识，才是解决
问题的重点。

养生要讲究科学，一味相信微信
的“养生经”，并将其奉为宝典的做法
不可取。大家在看一些养生常识的时
候，应该有所甄别，毕竟人的体质有差
异，养生保健方法更不可能“千人一
方”。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邦）按照 2021年《湖北省学生
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实施方案》文件要求，
随州市疾控健康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学生常见病
和影响因素监测工作实施细则，10 月 11 日-22 日对曾都
区 10 所监测学校 2560 名学生开展了学生常见病监测等
工作。

此次学生常见病监测是为了掌握儿童 (青少年)近
视、肥胖、口腔、血压、脊柱弯曲等常见病基本情况和影响
健康因素，及时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儿童青少年视力影
响，深入分析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用眼状况等。依托全
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平台，继续开展学生
近视等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相关监测工作和新冠
肺炎疫情对学生视力影响评估工作，并进一步采取针对
性干预措施，推动各地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保障和促进
儿童青少年健康。

养生常识要甄别
鲁庸兴

健健 康指南

市疾控中心
加强监测保障学生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