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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无偿献血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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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地点

东方红广场爱心献血屋（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二楼东厅）

博爱县爱心献血屋（博爱县东关大桥中山广场）

武陟县爱心献血屋（武陟青少年宫门口）

市中心血站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服务热线

3933317 18339102035
18339102038
15003911823
2856516 2856517

成分献血

献血地点

东方红广场爱心献血屋（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二楼东厅）

人民路爱心献血屋（人民路与塔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博爱县爱心献血屋（博爱县东关大桥中山广场）

修武火车站广场（采血车）

温县子夏公园南口（采血车）

武陟县爱心献血屋（武陟青少年宫门口）

沁阳音乐广场（采血车）

孟州新中医院门口（采血车）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五

每月6~15日
每月16~31日
周一至周五

每月1～15日
每月16～31日

服务热线

3933317 18339102035
18339102037
18339102038
18339102036
18339102036
15003911823
18339102039
18339102039

全血献血

如果您距上次献血已满6个月，欢迎您持本人身份证再次参加无偿献血，感谢您的参与！

同村村民一起来献血，好样的！

张中元（左）赵小广

9 月 14 日上午，张中元和赵小广
一起来到位于市人民路与塔南路交叉
口东北角的爱心献血屋献血。他俩年
龄相仿，同住武陟县三阳乡三阳村，
多次结伴来献血，已经成为爱心献血
屋的老朋友。工作人员见到他俩，也
都竖起了大拇指。

张中元今年55岁，已经参加无偿
献血11次。他说，自己也记不清楚第
一次参加无偿献血是因为啥，只知道
这些年把这件事坚持了下来。在张中
元的影响下，赵小广也成了一名无偿

献血志愿者，截至目前献血8次。“感
谢张中元让我也成为一名志愿者，尽
己所能作奉献，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赵小广说。

这次是俩人今年第二次结伴来献
血。前几天，收到市中心血站的提醒
后，俩人约了起来，商量着一起来献
血。当天一大早，俩人搭乘公交车从
三阳村赶到爱心献血屋。“这个习惯我
俩坚持了多年，如今无偿献血已经成
为生命中的一部分，家人也非常支
持。”张中元说。

张中元和赵小广精神状态非常
好，十分健谈。他们说，为了捐献出
合格的血液，他俩都养成了更加健康
的生活习惯，平时格外注意身体，虽
已50多岁，但身体各项指标都非常正
常。“我已经戒烟 10 多年，酒也很少
喝，生活方式很健康。”赵小广说。

平常生活中，不少人向张中元和
赵小广咨询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每
次他们都耐心讲解。在他们的影响
下，三阳村有很多人加入到无偿献血
的队伍中，赵小广的哥哥就是其中一
位。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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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阎河

进入秋季后，天气逐渐转凉，
病毒也开始肆意流行，手足口病、
疱疹性咽峡炎等传染病进入高发
期。为此，市人民医院儿科二区主
任宋文涛提醒，广大家长要做好预
防工作，如果发现孩子发烧不退，
同时口腔里起水疱，要及时到医院
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说到疱疹性咽峡炎的特征和流
行特点，宋文涛解释道：“疱疹性
咽峡炎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
一种以急性发热和咽峡部疱疹为特
征的急性感染性疾病。常见的致病
肠道病毒包括柯萨奇 A 组病毒、埃
可 病 毒 、 肠 道 病 毒 70 型 和 71 型
等，其中柯萨奇 A-16、肠道病毒
71 型也是 引 起 手 足 口 病 的 元 凶 。
疱疹性咽峡炎主要发病年龄为学
龄前婴幼儿，秋季为高发季节，呈
散发或者幼儿园流行发病。传播途
径为消化道或呼吸道，也可以通过
密 切 接 触 传 播 ， 有 很 强 的 传 染
性。由于引起该病的病毒有很多
种，所以幼儿可多次重复患病。另
外，疱疹性咽峡炎以发热为主要症
状，体温常高达39℃~40℃，发热持
续不退，一般持续3～5天，较大的
患儿可以主诉咽痛，婴幼儿则表现
为流涎、拒食、哭闹，整个病程比
较痛苦，与一般的感冒发热截然不
同。”

谈到具体的治疗过程，宋文涛
说：“疱疹性咽峡炎的典型病变在咽
部，发热初期为咽部充血，2～3天后
咽部会出现红色小丘疹，并迅速发
展成小疱疹，直径为 1 毫米至 2 毫
米，可有数个甚至 10 余个，病程
3～5天后疱疹破溃形成溃疡，这是孩子最痛苦的时候。由于咽
痛，孩子会哭闹、烦躁，不能吞咽东西，只能进食少许凉一点
的流质食物。5天以后体温逐渐下降，疱疹逐渐愈合，病情好
转。疱疹性咽峡炎的口腔疱疹一般见于扁桃体周围咽峡部，可
累及软腭、悬雍垂、扁桃体，但不累及齿龈及颊黏膜，舌也很
少累及。部分手足口病以咽峡部疱疹为首发症状，随后可在手
足、臀部出现红色丘疹及疱疹，手足臀出现疱疹后可以明确诊
断。再者，疱疹性咽峡炎属于病毒感染，没有特效的治疗药
物。目前，抗病毒治疗主要使用干扰素，可以喷咽部或者雾化
吸入，也可以服用清热利咽的中成药。疱疹性咽峡炎大多数为
轻症病例，一般1～2周可以痊愈。”

宋文涛提醒：“对于疱疹性咽峡炎的预防，目前没有可以使
用的疫苗。治疗期间，患儿应注意休息，多饮温开水，多吃新
鲜蔬菜，进食营养丰富易消化的食物，可以增强身体抵抗力，
促进病情康复。患儿用过的餐具、玩具应该消毒处理，防止交
叉感染。由于该病传染性较强，所以患儿应尽量待在家中，减
少不必要的外出，最好是在体温正常、疱疹消退后再隔离一
周，一般来说共隔离2周，和手足口病的隔离时间是一样的，尤
其是在发病的第一周内，传染性是最强的，同时家长也尽量少
串门，因为家长也可能会成为疱疹性咽峡炎的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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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传胜） 9 月 10 日下
午，由市委宣传部组织举办的“豫学习
豫出彩”——第二届“学习强国”焦作
市万名学员百场答题挑战赛决赛在市会
议中心举行。来自各县 （市） 区、各单
位选拔出的 50 名挑战达人参加了此次决
赛。经过激烈角逐，市第三人民医院员
工牛春思、王丽、郭艳丽和高艳丽分别
获 得 3 个 三 等 奖 和 1 个 优 秀 学 习 标 兵
奖。在这一骄人成绩的背后，是该院狠
抓教育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
结果。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新形势下对党
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是保持
党在理论上、实践上先进性的根本前提，
是医院开创工作新局面的迫切需要。“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后，该院党委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学
习、建设学习大国重要指示精神，建
好、办好、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在全市医疗卫生单位率先实现百分之百
纳入、百分之百使用，注册用户百分之百
活跃。

为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积极开展
线上学习，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学习实效性，该院党委把“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的个人自学和中心组学习、

“三会一课”、党支部主题活动等相结合，

督促学习进度，确保学习成效。同时，要
求各党支部明确专人负责学习管理，每月
对参与率、学习积分进行通报，并在年终
对学习先进个人进行褒奖。一系列的激励

措施，使该院“学习强国”学习情况在全
市卫生系统始终保持排名第一的好成绩，
并在全院上下形成比、学、赶、帮、超的
良好学习氛围。

疫情发生后，作为抗击疫情的主战
场，市第三人民医院在紧急救治病人的
同时，全体干部职工也丝毫没有放松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学习。特别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期，该院临
床一线全体党员依然每天坚持满分完成
学习任务，通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了解各地抗
击疫情的主要进展，学习防治工作中好
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观看 《第一频道》

《联播频道》《看电视》 等栏目，积极学
习时政要闻、了解时事政治，让学习与工
作实践相结合；通过《每日答题》《挑战答
题》《专项答题》，进一步巩固学习效果，把
理论知识转化为工作动力；通过 《新思
想》《党史》 等栏目，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可以说，“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成为该院党员和干部职工的“加油
站”，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通过参加此次“学习强国”焦作市万
名学员百场答题挑战赛，不仅为该院参加
上级部门组织的“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
储备了优秀选手，还调动了广大党员的学
习积极性、主动性、趣味性，提升了学习
能力，检验了广大党员日常学习成效，持
续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为该
院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动力。

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名员工在全市“学习强国”挑战赛中获佳绩

本报记者 朱颖江

近日，市第五人民医院内一科医生
利用下班时间，通过直播平台与网友交
流，科普糖尿病及内分泌疾病预防知
识，在线解答网友关心的各种健康问
题。

这些以治病救人为主的医生变身主
播后，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引导
网友正确预防疾病、面对疾病。

9 月 10 日 18 时，该科主任马志强
没有着急下班，他在办公室打开笔记本
电脑，点开直播平台进入直播间，对着
屏幕介绍自己，然后介绍当天的直播课

题《肥胖与糖尿病》。
马志强罗列了肥胖的危害，介绍了

肥胖可诱发的疾病种类。他说，长期持
续肥胖者，糖尿病发病率明显增高，在
体重正常人群中，糖尿病的发病率仅为
0.7%；体重超过正常值20%，糖尿病发
病率为 2%；体重超过正常值 50%，发
病率高达10%。

这是马志强的第二场直播，结合第
一场直播经验，这次他有意和粉丝互
动，每进来一个新朋友，他都会主动打
招呼，在播放课件的时候，有粉丝提
问，他也会及时给予解答。

马志强说，目前，我国肥胖者越来越
多，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明显增加，并呈年

轻化趋势。肥胖可合并许多代谢紊乱，包
括糖耐量减低、胰岛素反应不敏感（胰岛
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及动脉粥样硬化
等，这些代谢紊乱可引发糖尿病。肥胖
患者出现糖耐量减低后，很快会进入Ⅱ
型糖尿病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血糖得
不到控制，就容易出现糖尿病并发症。

这次直播共计120分钟，观看人数
累计 1000 人次。马志强说，医护人员
日常到社区进行健康宣教时，最多有四
五十人参与，通过互联网进行科普直
播，一次就有上千人观看，达到了很好
的宣传效果。

“科室医生会坚持直播，让更多的网
友受益，拥有健康的身体。”马志强说。

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生变“主播” 线上做科普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日前，市人
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一区主任郑海军带领
副主任晋辉及副主任医师王中明完成一
例急性肺动脉栓塞急诊介入治疗。

这位患者今年71岁，在发作性意识
丧失2个小时后入院。入院后，根据临
床体征、相关实验室检查，该院心内一
区医生考虑为急性肺动脉栓塞症，当时
患者血压低至90mmHg/60mmHg，并伴
有呼吸困难症状。根据欧洲肺动脉栓
塞危险分层，这位患者属于高危类
型。对于此类患者，条件许可下应尽
快进行肺动脉再灌注治疗。随后，郑海
军、晋辉、王中明经过讨论后决定，为

患者进行急诊肺动脉介入治疗。治疗开
始后，患者肺动脉造影提示，右肺动
脉主干可见大块血栓，左下肺动脉可
见大块血栓，随即给予导管碎栓及靶
向溶栓治疗。监测显示，患者术前肺
动脉压为60mmHg，术后肺动脉压降至
30mmHg，心率、血压稳定，患者转危
为安。

该院专家介绍，急性肺动脉栓塞是
临床中常见的急危重症，肺动脉的急性
大块血栓栓塞会导致血氧交换障碍、右
心功能不全，甚至血流动力学不稳、意
识丧失，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急性肺
动脉栓塞症是继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后

位列第三的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中高危
患者死亡率高达30%。而对于中高危患
者，尽早进行肺动脉再灌注治疗可明显
降低死亡风险。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导
管介入治疗疗效显著，可减少因静脉溶
栓治疗带来的出血风险。

今年年初以来，该院心内一区已开
展多例经导管介入治疗急性中高危肺动
脉栓塞患者，效果显著，手术能够短时
间破碎血栓，疏通血管，恢复血流，同
时局部靶向溶栓治疗可提高局部溶栓药
物浓度，扩大药物与血栓接触的面积，
提高局部溶栓疗效，是一种新兴的治疗
急性肺动脉栓塞的方式。

市人民医院

完成一例急性肺动脉栓塞介入治疗
本报记者 朱颖江

今年3岁的康康 （化名） 因先天
性脑瘫被家人遗弃，辗转送到市儿童
福利院，去年又被送到焦作同仁医院
康复医学科进行康复治疗。经过近一
年的治疗，如今的康康已经学会走
路，也学会自己吃东西。昨日，记者
在该院康复医学科看到了许多和康康
一样幸运的脑瘫患儿，这些孩子在医
护人员的精心守护下，迈出了人生的
第一步。

让患儿迈出人生第一步

康康是个可爱的男孩，却有着悲
惨的身世。出生没多久，他就因先天
性脑瘫被父母遗弃，随后被送到了市
儿童福利院。在市儿童福利院，康康
被确诊为重度脑瘫，没有认知意识，
不会坐、不会哭、不会吃饭，只靠喝
奶维持生命。

去年，市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
将康康送到焦作同仁医院康复医学科
进行治疗。

康康来到医院后，康复医学科主
任王小利为他作了身体评估，四肢肌
力为Ⅰ级，无认知意识，每天只能平
躺在床上。

王小利根据康康的身体情况，为
其制订了治疗方案。首先，采用推
拿、运动疗法，来增加康康四肢的肌
力，让其四肢有运动神经恢复，锻炼
四肢力量。其次，采用针灸疗法，刺
激康康大脑皮层穴位，醒脑开窍，从
而建立中枢传导系统，让康康的大脑
指挥四肢运动。最后，康复治疗师还
要对康康进行吞咽功能训练，让康康
能够吃饭，增加身体抵抗力。

结合治疗方案，康复治疗师每天
对康康进行治疗。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系统的康复治疗后，康康先是学
会了招手，接着又学会了站立，就在
几天前，他迈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
步。

如今，康康可以自己行走3米左

右，看着他每天进步一点点，康复医
学科的医护人员都特别开心，康康的
变化，也让照顾他生活起居的阿姨特
别开心。

昨日，记者在病房看到康康的时
候，他会对记者笑，还会招手，照顾
康康的阿姨自豪地说：“我们康康会
吃葡萄了，也会走路了，还能听懂我
说话，每天都让我带他到院子里玩。”

焦作同仁医院是我市儿童福利院
脑瘫患儿的定点康复医院，康复医学
科的医护人员用精湛的技术和满满的
爱心，让一个又一个脑瘫患儿站了起
来，并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及早治疗帮助患儿回归社会

从2003年至今，王小利一直从事
脑瘫患儿康复治疗的临床研究工作，
他运用以神经促通技术、关节松动术
为主的运动治疗以及物理治疗、功能
训练、作业治疗、言语治疗、注射治
疗、假肢矫形器穿戴、牵引、针灸、
推拿等康复治疗方法，为脑瘫患儿解

除痛苦，最大限度地恢复脑瘫患儿的
肢体功能，帮助脑瘫患儿回归社会，
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王小利说，因早产、缺血缺氧等
引起的小儿脑瘫、精神发育迟滞、孤
独症、智力低下等神经发育性疾病，
越早治疗后期恢复效果越好，但有许
多家长不接受孩子患病的事实而错过
最佳治疗时间。

脑瘫患儿的最佳治疗时间是0～6
岁，为了让这个年龄段的脑瘫患儿都
能得到治疗重回社会，该院也是我市
残联脑瘫、智力抢救性康复项目的定
点医院。王小利说，医院每年都会开
展脑瘫儿童筛查工作。通过筛查发
现，确诊后的脑瘫患儿可以得到系统
治疗的不足千分之五。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
切。”王小利从事脑瘫患儿康复治疗
以来，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为患儿制订个性化康复训练计划，守
护患儿的健康。正是有了王小利的守
护，每年从这里“毕业”走向社会的
患儿达到五六十名。

为脑瘫患儿插上飞翔的翅膀
——记焦作同仁医院康复医学科

市第三人民医院三等奖获得者。 （市第三人民医院提供）

马志强在为患者检查。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该院康复医学科治疗师在为孩子作康复治疗。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