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灵宝市城关镇志愿者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参加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据了解，无偿献血是该镇多年来一直坚持

的公益活动，参加此次献血的共有62人次。李娇娇摄

炎炎夏日，很多人选择在空调房中躲

避高温，殊不知，久吹空调，容易诱发胃肠

型感冒。

中医认为，胃肠型感冒属于时行感

冒外感夹湿证，治疗胃肠型感冒用中成

药效果较佳，且不良反应小。“胃肠型感

冒为临床常见病，其发病年龄不一，以胃

口差、上腹不适、反酸、烧心，以致恶心、

呕吐为主要症状，同时伴有上呼吸道感

染症状，具体表现为寒战、高热、头晕、头

痛、乏力等。胃肠型感冒的发病诱因主

要是天气冷暖变化对肠胃的刺激，造成

腹部受凉导致。此外，经常熬夜、作息

不规律降低了机体抵抗力，为疾病侵袭

创造了机会，这也是夏季很多人容易患

胃肠型感冒的原因。”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治未病科的何晓明医生介

绍说。

预防胃肠型感冒首先要加强锻炼，

增加衣物也很必要。其次，少吃辛辣和

油腻食物，使肠胃保持清洁，要常吃清

淡、有营养和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多

吃新鲜水果、蔬菜和易消化的食物，而

且要注意保持居住的房间空气流通，少

去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最后，生活不

规律、工作生活压力大、精神抑郁、饮

食不规律者患胃肠型感冒的概率较

大，因此，注意情绪的管理也十分重

要。（本报记者 郭培远）

久吹空调
当心胃肠型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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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我们这边有一名危重患儿，希

望能赶快转诊到儿童医院救治！”8月20

日晚上10点多，河南省儿童医院医联体

办公室主任宋敏接到信阳一家医院的求

助电话。

像往常一样，她挂完电话，立即联系

相关人员，协助转诊。等把一切安排妥

当，已是深夜。翻看一天的电话记录，工

作电话达上百条。这几乎是她日常工作

的一个缩影和常态。

一头短发、身形矫健、满怀激情，很

难看出宋敏已经工作了37年。37年来，

她一直在为儿童医院服务，为患儿家庭

解决问题，她的认真负责，她的热情敬

业，一直感动着很多人，关于她的故事有

很多。

“有问题、有困难，找宋敏主任”

“宋主任，下一期的‘千名医生、千名

护士’培训啥时候开始？”

“宋老师，我院转诊的那名孩子现在

怎么样了？”

“有问题、有困难，找宋敏主任”，成为

很多人潜意识里的想法。

作为河南省儿童医院医联体办公室

主任，宋敏的手机就像是医院的第二个

转诊电话，河南儿科医疗联盟下的199

家成员单位，很多医院的院长、儿科主任

都熟记她的号码，甚至很多患儿家长都

知道她的电话。每天，给她打电话求助

或咨询的人络绎不绝。不分白天黑夜，

也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

河南儿科医疗联盟以“河南儿科是

一家”为理念，宋敏将这一句话履行在工

作中、生活中，“遇到有需要有困难的人，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是她最朴实的心愿。

2014年春天，河南儿科医疗联盟开

始筹建，从那时起，宋敏主任就跟随院领

导下基层，向一家家医院讲解分级诊疗、

医联体内容。随着医联体成员单位不断

增多，队伍不断壮大，活动逐渐增多，宋敏

的工作也愈加繁忙。

河南儿科医疗联盟义诊挂牌、福棠青

年医师义诊、中国儿童健康精准扶贫工作

等，都有她的身影。5年来，她深入基层

县市、贫困地区150余次，走过82个县

市，跟随开展医联体工作和疾病筛查工

作。每一次，专家团队天不亮就出发，而

她总是比别人早一个小时到医院，提前安

排各项事宜。

永葆激情的“爱心妈妈”

宋敏热心公益，一心想要帮助那些家

庭贫困、身患重病的孩子。早在10年前，

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她就开始接触各种慈

善救助机构，依托医院她常常独自跑到各

个机构，为患儿申请项目资助，不断“牵线

搭桥”，将越来越多的公益救助项目引到

省儿童医院。

“没有把这当成一种工作，而是一种

心愿，想要去完成。”宋敏说，看到贫困的

患儿、困难的家庭、愁眉不展的家长，就想

帮一把。

她反复研读政策，带着资料多次沟

通，去市里、省里找相关机构，有时候为争

取国家救助项目不惜跑到北京，只为让更

多的项目落户省儿童医院，让更多贫困患

儿受益。每当申请到一项，她就欣喜不

已，紧接着开始拟订方案，不厌其烦地向

前来咨询的家长讲政策。

带着一颗慈悲之心，她成为很多患

儿口中的“爱心妈妈”。近年来，她积极

为贫困患儿争取各类救助项目29项，救

助患儿4912人，救助金额1.2387亿元。

此外，宋敏热衷各类公益活动，她积

极参与河南省红十字会、郑州市红十字会

志愿服务活动，累计服务时间超过2000

多个小时，被郑州市志愿者联合会评为郑

州市五星志愿者。

宋敏负责的96995综合服务平台，是

“儿童健康专属热线”，每天这里为患儿家

庭服务500余次，悉心为患儿提供高效便

捷的服务。

“她工作严谨，不怕吃苦，做事有一股

拼劲儿。”这是同事对她的肯定。

“工作上，她要求严格，生活上，又像

长辈一样格外呵护我们。”这是下属对她

的赞誉。

“不计得失，全力以赴。”这是她对自

己的要求。

37年的爱心坚守
——记河南省儿童医院医联体办公室主任宋敏

近年来，方城县券桥镇加大资源整

合力度，筑牢健康扶贫“保障线”，着力

为贫困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

务，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该镇卫生院成立12个签约服务团

队，明晰分村包保责任，形成县卫健委、

镇卫生院及签约服务团队、村卫生室纵

向业务指导督导，镇扶贫开发办、脱贫

责任组、村“两委”、驻村第一书记及工

作队成员、扶贫专干、村民组长横向协

作配合落实的工作格局，推动各项健康

扶贫政策落地见效。

为创造便民利民的健康扶贫环境，

该镇发挥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的主阵

地作用，开辟贫困群众诊疗绿色通道，

设置专门健康扶贫病房，对贫困群众优

先检查诊断，优先办理住院手续，提供

“一站式结算”“先诊疗后付费”“五次报

销”等优诊服务，出院时只需交纳个人

应承担部分。

与此同时，升级改造辛庄、三间房、

禄庄、小营、马庄5个省定贫困村的卫生

室，并全部实现达标。开展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慢性病拉网排查清零行动，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和边缘户的疑似

慢性病人鉴定无遗漏，并跟踪指导。组

织签约服务团队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发

放“家庭医生在身边”联系卡、“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包，以及慢性病“健康扶贫处

方”和“健康扶贫爱心保健箱”，为贫困

群众体检3063人，签约1643户，体检率

和签约率均达100%。（张栋察王炳中）

8月21日，“郑大二附院ECMO技

术论坛暨ECMO重症患者慈善救助项

目启动仪式”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举办。该活动由河南省慈善总会主

办，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协办，平煤

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承办。

据了解，ECMO技术是体外膜肺氧

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

genation）的英文简称，它是代表一个

医院，甚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危重症

急救水平的一门技术。此技术在我省

由郑大二附院重症医学科刘小军主任

率先开展。郑大二附院作为 ECMO

重症慈善救助基金定点技术支持和临

床支持医院，在重症医学ECMO救治

专家团队、医疗技术、临床诊治、病情

关怀等方面全方位护航援助活动。平

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是目前河南省

第一家ECMO重症慈善救助项目联

盟单位，后续还将建立30家ECMO重

症慈善救助基金项目联盟单位，以充

分发挥ECMO技术优势，为广大急危

重症患者实施有效的救治和精准帮

扶。（陈建设彭永强）

为扎实做好“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诞”应急救护服务保障工作，8月20日，郑州市惠

济区人民医院承办的应急救护志愿者演练培训活动举行。惠济区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

民族运动会比赛场馆周边的7支志愿者队伍及辖区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30

多人参加了此次演练培训活动。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轩玮摄

方城县券桥镇

筑牢健康扶贫“保障线”

郑大二附院

ECMO重症患者慈善救助项目启动

连日来，武陟县第二人民医院组织急救人员每天定时在医院大厅为群众演示并教授

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受到群众欢迎。图为急救人员正在演示心肺复苏技能。王中贺摄

8月16日21时22分，温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值班医生史厚勇突然接到“120”

调度中心电话——温县武德镇大善台村

一名45岁男性患者突然晕倒，病情危重，

需要紧急救治……

史医生和护士立即驱车前往。救护

车上，史医生紧急接通患者女儿电话，询

问患者病情，得知患者猝然倒地，意识不

清，呼叫不应，此刻面色青紫发黑，喘息

样呼吸，判断患者可能发生了最凶险的

心律失常——心脏骤停。

情况紧急，必须抓住黄金急救4分钟

挽救患者性命！史医生立即通过电话指

导患者家属为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并和

护士准备好了除颤仪、抢救箱、心电图

机、药品箱等急救设备和药品。

21时 37分，急救小组到达患者家

中，史医生迅速为患者进行心电图和生

命体征检查，诊断患者为室颤，立即为患

者进行胸外按压，同时为患者行双相波

200J电除颤一次。护士也迅速为患者畅

通气道，建立静脉通路，喉罩置入并固

定，呼吸气囊辅助呼吸。

21时50分，经过13分钟的持续胸外按

压、四次电除颤、气囊辅助呼吸，患者心电监

护显示窦性心律；II、III、aVF导联ST段高

抬，患者终于恢复自主呼吸，瞳孔回缩。

但此时患者仍处于昏迷状态，急需转

入医院进一步救治，史医生随即和护士将

患者抬上救护车。史医生在严密监测患者

生命体征并进行心电监护的同时，通过微

信将患者心电图及病情上传至温县人民

医院胸痛中心群，请求群内专家会诊。

5分钟，10分钟……救护车一路呼啸

前行，一刻也不敢耽搁。

然而在从患者家中至医院途中，患者又

两次发生室颤，幸亏密切监测的史医生及时

给予心肺复苏、药物、电除颤等急救措施，终

使患者再度恢复自主呼吸，保持血压平稳。

22时05分，救护车到达温县人民医

院。按专家指示，接诊人员迅速转运患

者到CCU病房进行下一步救治。

经过一整晚的接力抢救，患者于次日

清晨意识恢复，病情稳定。经过几天的

巩固治疗，患者目前已康复出院。（关心）

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清晨是一天

的开始，也是人们养生保健的开始。早

上起来以后，如果大家能够坚持做到“三

做四不做”，养生也就变得简单起来。

清晨宜“三做”

深呼吸 清晨睡醒后，不忙起床，静

卧5分钟后，先向左侧，再向右侧，最后仰

卧，其间共伸3次懒腰，使关节充分舒展

活动。然后，大打哈欠3~5次，随即起床

到僻静宽敞处，伸臂踮足连续进行10次

深呼吸运动，然后，哈哈大笑一次。

四方眺 立定，两眼平视，先向东远

眺，然后半闭目低头，转身向南远眺，再

进行半闭目低头，转过身向西远眺。最

后，半闭目低头再转向北远眺。

净大便 尽可能做到每日清晨大便

一次，养成习惯。大便时，最好回忆前些

天最高兴、最愉快的事情，或想着当天和

未来最美好的事情。这种精神和情绪的

变化有助于肠蠕动，能使大便通畅、排除

彻底。

清晨“四不做”

醒来不恋床 现在醒后恋床不起的

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节假日。但是睡眠

和恋床的时间过长，反而觉得四脚发沉、

精神萎靡，有“越睡越累”“越睡越不舒

服”的感觉，结果还不如每天忙于工作或

学习时那样精力充沛。恋床打乱了平日

正常的生活规律，易使体内生物钟紊乱。

不能不吃早餐 不吃早餐或吃不好，

会导致人体血糖下降，直接影响上午的

工作、学习效率。此时只要及时吃上早

餐、吃好早餐，血糖随之升高，大脑的灵

敏度就会得到提高，从事工作和学习的

效率也得以提高。

醒后不要憋尿 膀胱经过一个晚上

充盈了大量的尿液，早起后即使不尿急

也一定要排尿。但男性老年人要注意，

直立位小便要避免，尽量采取坐式小便，

以防意外发生。因为膀胱排空容易引起

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晕厥。

醒后不要立即剧烈运动 运动必须

在晨起后稍作休息，待气血阴阳运行平衡

后才可进行。若起床后未做准备活动，

便马上进行比较剧烈的运动，就容易发

生心脑血管意外。（本报记者郭培远）

□本报记者郭培远

养生课堂晨起养生 记住“三做四不做”

惊心动魄的30分钟
——温县人民医院急诊医生紧急抢救室颤患者

不少家长认为定期检查孩子眼睛是

学龄儿童的事情，但近期浙江省人民医

院眼科接诊的小患者中出现了4岁的白

内障患者、6月龄的斜视患儿，专家提醒

家长不要以为孩子小就不用定期检查眼

睛，许多眼科疾病尽早干预会有更好的

效果。

据专家介绍，儿童的视力发育有其

独特的关键期和敏感期，早期进行视

功能的监测极为必要。出生后3个月、

30个月以及3岁是弱视发生的三个关

键时间点。因此，对新生儿进行眼部疾

病筛查，并在3岁前开展婴幼儿和儿童

的视力筛查对预防和治疗弱视十分重

要。

浙江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赵

海岚表示，先天性白内障是儿童首位的

可治性致盲性眼病，其防治的重点即为

早发现早治疗，尽量在患儿2至3月龄

前，即第一个弱视发生关键点之前完成

手术。

家长若发现孩子“黑珠发白”，抓物

不准确或者遮住一只眼后使劲想推开遮

挡物，就可以到医院排查一下。除了白

内障，其他儿童眼病如“视网膜母细胞

瘤”“视网膜毛细血管扩张症”“早产儿视

网膜病变”等都会有类似表现。先天性

白内障若能早期手术，辅以术后合理有

效的光学矫正和弱视训练，绝大多数患

儿可正常生活和学习。（据新华社）

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推进会在我省举行
8月22日，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推进

会在郑州举行，以倡导推进妇幼健康促

进行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河南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戴柏华参加会议并

讲话。

此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意见》后，国家卫生健康委

迅速贯彻落实，扎实推进相关专项行

动。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是健康中国行

动15个专项行动之一。

余艳红说，各地要结合实际，科学

谋划妇幼健康促进行动，会同有关部

门，动员相关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参

与，广泛发动家庭和个人，积极引导家

庭科学孕育和养育健康新生命，有效提

升妇女儿童的健康素养。

戴柏华说，河南有6600万名妇女

儿童，做好妇幼健康促进工作事关几千

万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稳定。河南连续3

年把“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纳入省

重点民生实事，积极构建妇幼健康服

务、出生缺陷防治两大体系，妇幼健康

核心指标持续向好，均优于全国平均水

平，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增强。河南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

认真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工作部署，

积极借鉴兄弟省份的好经验、好做法，

进一步提高认识、紧跟目标任务、加强

组织领导、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妇

幼健康事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

新的力量。（韩章云）

保护儿童视力
把握三个时间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