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我省、市、县先后多次召开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部署重点工作，强化管理和督查，

并全面推行场所码应用。为进一步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哨

点”和“堡垒”作用，我院及时召开会议学

习传达会议精神，对场所码的应用推广

和使用迅速布置到位。

在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上，党委书

记熊松明反复强调大家要提高认识，杜

绝麻痹松懈思想，落实重点人员、重点部

位、重点工作的管控，将随机督查督导及

各种突发情况的实操演练做到位。

在医院门诊、住院、行政办公楼等入

口以及诊室、病区等，均按要求醒目张贴

场所码、行程码、健康码，随时更新全国

中高风险区信息，对进出人员严格实行

“四查一询一更新”，严把防疫安全入口

关。 （梁雨虹）

3 月 12 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

管处二级调研员李世忠带领专家组来到我

院，对县级公立医院眼耳鼻咽喉科与消化

内镜检查能力项目建设情况进行督导。县

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德文，县红十字会

副会长彭春华，院党委书记熊松明，党委副

书记、院长张波，副院长赵介及相关科室工

作人员参加汇报会。

专家组深入消化内镜中心、消化内科、

眼耳鼻咽喉科病房及门诊等地，通过听取

汇报、访谈、查看原始汇报资料等形式，详细

考察两个科室的设施设备、人才配置、诊疗

技术、科研创新等情况。

随后，在行政五楼大会议室，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眼科罗静、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眼科刘骁、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内

科刘少俊、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王宁等

专家分别对督查情况进行了反馈，提出了

两个专科能力建设的亮点，也指出了不足。

李世忠调

研员指出，近

些年全省县级

医院均蓬勃发

展，专科能力

提升非常快，

在这样的形势

下，我们慢进

则退！希望石

门县人民医院

大胆创新，大

力引进人才及

设备，不仅要

将眼耳鼻咽喉

科与消化内镜

检查能力项目

建设得出色，

更要向省级三甲医院看齐，全面提升医院各

学科能力建设，真正使患者就医更方便、安

全更放心、质量更高、费用更合理，在家门口

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党委书记熊松明表态：通过督导，感受

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对我院的关爱，更增强

了我们的动力，请领导和专家放心，今天是

全新的起点，我们对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一

定迅速行动，立即落实，大力提升学科能力

建设，让专科名片更响亮，服务更优质。

县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德文指出，

专家组的到来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

会。一直以来，县卫健局从各方面都大力支

持县医院专科能力建设，今后希望县人民医

院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争取省级医院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使项目建设在提升医院

专科服务能力上起到辐射与带动作用，进

一步造福百姓。

（陕琴琴）

省卫健委专家组督导
两大专科能力建设项目

为了进一步关爱留守儿童，为

他们送去关爱和温暖，3 月 26 日，

我院党委书记熊松明带领部分党

员志愿者来到栗子坪教学点，开展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到达

学校的时候恰逢课间操时间，孩子

们的笑脸如朝阳般温暖可爱。志愿

者们和孩子们亲切沟通交流，关心

他们的心理动态、生活及学习情

况，并为每个孩子赠送了书包，鼓

励孩子们认真学习，加强锻炼，保

持乐观心态，长大成为对社会、对

家长有用的人。

5 年前，这里是全县最差的教

学点，经过该校卓德刚校长的无私

奉献，如今这里变成了全市最好的

教学点。看着孩子们阳光积极的模

样，志愿者们也倍感温暖。

随后，我院党委书记熊松明，

党委副书记、院长张波及全体在家

院领导带领帮扶责任人分组来到

罗坪乡和所街乡，分别对大龙坪

村、栗子坪村、迎驾垭村开展春耕

春种走访活动。

全体帮扶责任人严格按照“四

下乡助春耕”活动要求，与所结对

户面对面梳理已享受和正在享受

的帮扶政策、全面了解结对户春耕

生产状况，完成有机肥料购送任

务，了解结对户家庭外出务工情

况、为他们制定年度增收计划等。

在大龙坪村，帮扶责任人还来

到有机茶园，了解茶叶产业发展状

况，鼓励结对户及时对茶园追肥，

早日实现产业增收。

所街乡迎驾垭是我院另一个

乡村振兴帮扶点村，我院帮扶责任

人于 3 月 25 日来到这里开展入户

走访，帮助结对户规划春耕春种等

工作。

尽管路途遥远，在返院途中，

院领导们还来到人民医院医疗集

团成员单位：所街乡卫生院和雁池

乡卫生院，和两家医院负责人交流

胸痛中心网点建设、特色学科建

设、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等相关事

宜。

在所街乡迎架垭村，院领导和

乡、村两级干部沟通交流，询问了

解该村在产业发展方面的难题，为

进一步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出

谋划策。 （陕琴琴）

为进一步促进科室之间相

互了解，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医

务人员业务技能水平。3月 10日

晚 7 点，由医务部三甲创建办组

织的 2022 年第一次学科推介会

在北区科教楼一楼学术报告厅

召开。副院长赵介、临床科室全

体医生（值班医生除外）及医技

药科室正副主任200余人参会。

副院长赵介主持会议。

本次共有四个学科进行介

绍。他们将从科室建设经验、团

队及特色项目开展、诊疗新技

术、学科定位以及各学科在各自

领域发展状况及发展方向等多

方面进行介绍和展示。

首先由老年病内分泌科主

任李剑就《胰岛素泵在糖尿病中

的应用》进行演讲，希望全院提

高糖尿病诊疗的认识和水平，多

科协作，共同进步，为患者提供

最佳诊疗服务。

心血管内科 18 病区主任刘

倩通过《胸痛中心在区域协同救

治体系中的应用》，推介了科室

特色和诊疗技术，也让大家进一

步了解胸痛中心建设的意义和

作用。

骨科 4 病区主任李际才对

本科室所诊疗范围，学科建设，

团队力量进行全方位介绍，突出

微创、安全亮点。

胃肠外科 10 病区副主任李

涛以《胃癌微创外科关键技术》

为题向大家分享了心得体会，同

时也推介了科室团队近些年来

在微创技术方面不懈的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就。

会后，大家纷纷表示不仅仅

学习到了专业知识，也更加了解

兄弟科室的先进技术和团队力

量，对科室协作有着重要作用。

开展学科品牌推介，意义在

于通过推介会这一形式，确定临

床科室发展目标，进一步总结工

作，推介学科品牌，增强学科自

信，形成学科与学科之间比、学、

赶、帮、超的浓厚氛围，促进全院

学科建设发展。

（于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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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中心：

市级“芙蓉标兵岗”
人间最美三月天，春花烂漫巾帼红。近

日，从常德市总工会和湖南省总工会传来

捷报，我院血液透析中心荣获“芙蓉标兵

岗”称号；肾病风湿免疫病科小发明荣获湖

南省第九轮女职工“芙蓉杯”竞赛女职工

“五小”竞赛活动优秀奖。再次展现了我院

女职工扎实的业务能力和积极向上的团队

氛围。

在常德市总工会举办的 2022 年“情暖

女职工，爱在三月天”全市“芙蓉标兵岗”

“芙蓉百岗明星”“女职工示范学校”颁奖典

礼上，我院血液透析中心被授予 2021 年度

常德市“芙蓉标兵岗”荣誉称号，护士长舒

涯上台领奖。

我院血液透析中心团队不仅业务精

湛、素质全面、团结协作，同时富有爱心和

奉献精神，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充分

展现了女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她们务实

创新，锐意进取，以女性特有的细心和韧

性，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血液透析中心成立于 1996 年，率先在

湖南省县级医院开展血液透析技术。现有

医护人员 30 名，是一个团结努力、积极向

上、创新管理、与时俱进的团队。中心于

2020 年 11月完成升级改造，配置高端进口

透析机 55 台、国内高标准双级反渗水处理

系统以及多台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

设备。目前使用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具有透

前透后人脸识别患者身份，自动记录和上

传患者血压和体重数据，一键式国家质控

平台数据上报，医护手机端移动办公等功

能，极大方便了患者及医护人员。

经过 25年发展壮大，血液透析中心开

展的血液透析、血液灌流、血液滤过、CRRT

等多元化一体化治疗模式已非常成熟，可

常规进行动静脉内瘘术、中心静脉置管术，

正逐步探索开展 B超引导下动静脉内瘘经

皮血管成形术。年血液净化量达 28000 台

次，成功救治了无数例生命濒临垂危的尿

毒症患者，创造并保持了我县血透患者存

活时间超过 21年的记录。为澧水流域终末

期肾病患者带来福音，为无数家庭带来幸

福生活的希望。中心于 2019年 12月获“石

门县三八红旗集体”称号；2021年 9 月获石

门县“芙蓉标兵岗”称号；连续多年被医院

评为“先进班组”，“先进科室科室”；多人多

次立功、获“嘉奖”“优秀护士”“优秀共产党

员”等先进称号。

肾病风湿免疫病科：

湖南省女职工“五小”

竞赛活动优秀奖
3 月 17日，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张志强，党组成员、副主席陈丹丹等一行来

到我院肾病风湿免疫病科，为科室护士长

覃阿芳、护师廖春艳颁发获奖证书。两人创

作的作品“多功能护理包”荣获湖南省第九

轮女职工“芙蓉杯”竞赛女职工“五小”竞赛

活动优秀奖，是石门县唯一获此殊荣的作

品。

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志强对

两人表示了祝贺，并鼓励她们继续立足岗

位、刻苦钻研，努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发明

成果，为百姓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悉，女职工“五小”竞赛活动是以小

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为主

要内容，全省共有 2100 多家企事业单位、

69 万多名女职工参加竞赛。覃阿芳、廖春

艳两人设计的多功能护理包功能齐全、内

容丰富、外表美观，能方便临床护理操作，

减少护士工作量，是临床护士的好帮手，获

得同行的一致好评并在院内得到广泛应

用。

（舒涯）

她们 获得 巾帼 建 功 奖

省肿瘤医院胸外专家团队来石会诊 手术项目启动！

3 月 4日上午，我院妇科六病区主任

邓慧萍、医疗美容科主任何琪两位专家受

邀来到石门县五完小和教师进修学校，为

两所学校全体女教师近 100 人开展女性

健康知识讲座。

何琪主任通过正确护肤步骤引入课

题，详细介绍了备受大家关注的几个美

容问题，如痤疮、色斑、肤色不均等该如

何处理；双眼皮、眼袋手术是怎样做的；

水光针、玻尿酸的好处等等，得到大家的

热烈反响。

随后，妇科六病区主任邓慧萍为大

家带来妇科保健知识，邓主任通过几个

临床病例，向大家科普妇科恶性肿瘤早

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的意义，希望女教

师们爱惜自己的身体，发现不适及时就

医。

当日下午，邓慧萍主任又来到石门

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向该公司 40 余

名女职工详细科普了妇科健康知识，与

自己切身相关的健康话题吸引了大家浓

厚的兴趣，讲座结束后，邓主任被大家团

团围住，逐一解答了现场观众的健康疑

问。 （陕琴琴）

健康知识宣教进学校、进企业

凝

心

聚

力

学

党

史

砥

砺

前

行

强

党

性

2022 年 03 月 31日

石门县人民医院院报

总编院熊松明 执行总编院杜谋元综 合 新 闻 责任编辑院梁雨虹 胡兴懿

承印单位：石门县宏利达印刷厂

2022 2323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病区 新生儿科

名医恭候：吴 敏

陈一静

咨询电话：5322729

名医恭候：李际才

晏平华 贺用礼

咨询电话：5323056

石门县人民医院

四病区 骨科（一）

石门县人民医院

六病区 妇科（一）

名医恭候：邓慧萍

陈 静

咨询电话：5323071

名医恭候：张云波

邱 勇 曾 汨

咨询电话：5323083

石门县人民医院

八病区 神经外科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病区 胃肠外科（二）

血管 烧伤整形外科

名医恭候：康 健

李 涛

咨询电话：5323093

名医恭候：王照红

李敏杰

咨询电话：5323106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一病区 肝胆外科

名医恭候：刘 斌

咨询电话：5323112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二病区 消化内科
石门县人民医院

九病区 重症医学科（ICU）

名医恭候：程 刚

咨询电话：5323091

名医恭候：杨 军

文小波

咨询电话：5323082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七病区 泌尿外科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五病区 产 科

名医恭候：李赛媚

刘 洁

咨询电话：5323069

名医恭候：袁健保

唐永驰

咨询电话：5323039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病区 胃肠外科（一）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一病区 全科医学科

名医恭候：杨 莉

王炜明

咨询电话：5332600

博士团队，院士嫡传，全年会诊！由石

门藉博士、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博士生导师、

湖南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外二科主任王文

祥教授带领的专家博士团队将在石门进行

为期一年的会诊和手术活动，让石门的父

老乡亲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

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3月 3日上午 8点，会诊手术项目启动

仪式在我院奉天楼广场举行。王文祥教授

及其带领的科室专家团队，石门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黄晓坤，县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

邓德文，我院全体院领导、部分职工、人医

医疗集团成员单位负责人等共 200 余人参

加仪式。

启动仪式由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波

主持。

党委书记熊松明致辞，他对专家团队

及支持我院发展的领导和同行表达了感

谢，并表示本次为期一年的专家会诊、手

术、讲学活动是一场及时雨，也是一次极为

珍贵的学习机会。希望相关科室团队虚心

向各位专家求教，做到学有所获、学以致

用，进一步提升我院胸部肿瘤诊疗水平，更

好满足石门及周边县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高质量医疗服务需求。

县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德文讲话：

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的诊疗水平和服务在

社会各界享有盛誉，此次能来石门开展定

期会诊和手术，对推动县级医院学科建设、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缓解山区百姓看

病难问题是一个强有力的创新举措，相信

在专家团队的帮助下，县人民医院及集团

成员单位医务人员的虚心学习下，一定能

推动石门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再上新台

阶。

王文祥教授讲话，他表示一定会不遗

余力，带领团队助力家乡医院专科建设，为

父老乡亲的健康保驾护航，为家乡医疗事

业发展做出努力。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晓坤宣布，湖南

省肿瘤医院胸外博士专家团队在石门会

诊、手术项目正式启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启动仪式结束。博士

专家团队立即分头行动，即刻在医院展开

了会诊和手术。

据悉，从 3 月 3日至 2023 年 1 月，省

肿瘤医院博士专家团队将于每周四来我院

会诊，石门父老乡亲不出家门即可享受省

城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陕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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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疫情防控不放松



爱耳日健康科普活动走进三完小
在3月 3日全国爱耳日来临之际，我院眼耳

鼻咽喉科科普团队受邀来到石门县三完小，为该

校三年级 300余名学生开展爱耳护耳健康知识讲

座。

讲座采取直播课的形式，眼耳鼻咽喉科专科

医师陈思璇通过丰富多彩的动画视频和临床案

例，向孩子们展示了耳朵的结构和功能，并着重强

调科学用耳的重要性以及保护听力的具体方法。

精彩有趣的讲解帮助孩子们牢牢记住了这些科普

知识，纷纷表示会在生活中爱耳护耳，保护听力。

（陕琴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养宠物。如果不慎被它们咬伤、抓伤了怎么办

呢？

近期，我院急诊科动物咬伤门诊正式开诊啦！

接诊地点：急诊科二楼（门诊楼）

接诊时间：全年 24小时无休

咨询电话：0736—5323011

0736—5333120（宣传科）

67 岁男性患者，半年前逐渐出现左下肢疼

痛、麻木，间歇性跛行，经过多方求诊，症状未得

到明显好转，最近一月发现左足大拇趾稍有发

黑，静息及活动时疼痛较前明显加重。

近日，该患者来到我院心血管内科十八病

区就诊，通过检查分析，考虑患者为“下肢动脉

硬化闭塞症”，已进入第四期坏疽期，俗称为“腿

梗”，建议患者住院治疗。

科室主任刘倩副主任医师经过病情评估认

为诊断已经明确，需要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行

腔内治疗进行血运重建，才能缓解症状，避免病

情进一步恶化导致截肢。和家属沟通后，患者本

人和家属都同意手术治疗，随后刘倩主任带领

介入团队医师在介入室顺利完成择期手术。

术后，患者左股动脉血流恢复，狭窄解除，

病人左腿疼痛消失，颜色变红润。下肢动脉支

架，能及时有效解除下肢动脉狭窄，解除病人疼

痛，对患者因下肢动脉闭塞而不得不截肢有着

绝对挽救意义。

下肢动脉闭塞症指由于动脉硬化造成的下

肢供血动脉内膜增厚、管腔狭窄或闭塞，病变肢

体血液供应不足，引起下肢间歇性跛行、皮温降

低、疼痛乃至发生溃疡或坏死等临床表现的慢

性进展性疾病，常为全身性动脉硬化血管病变

在下肢动脉的表现。

在我国，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病率约

10%。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70

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在 15%～20%。

我院自 2012 年开展外周血管介入，年手术

台数200余台。目前已开展下肢血管腔内成型

术、置管溶栓术、支气管动脉栓塞术、肾动脉栓

塞术、子宫动脉栓塞术等多项技术。介入手术对

患者的手术创伤小，手术切口愈合美观，而且恢

复速度快，目前在临床上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

用及推广。

（唐聃）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一病区 产科 VIP 区

名医恭候：李赛媚

刘 洁

咨询电话：5336480

石门县人民医院

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六

病区 心理卫生科

名医恭候：覃事斌

杜登兵

咨询电话：5323003

石门县人民医院

四十、四十一病区

中医 康复医学科

名医恭候：唐植纲

杨海平 李彩华 李念文

咨询电话：533001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七病区 儿科（二）

名医恭候：胡建国

谭 敏

咨询电话：5335200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三病区 肾病 风湿 免疫病科

名医恭候：蓝 文

伍 君

咨询电话：5323125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六病区 老年病 内分泌科

名医恭候：李 剑

向泽林

咨询电话：533260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九病区 神经内科（一）

名医恭候：龚考玲

唐似锦

咨询电话：5333003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九病区 神经内科（一）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一病区 肿瘤 血液病科（一）

名医恭候：李 锋

皮庆军 万 军

咨询电话：5334569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一病区 肿瘤 血液病科（一）

2022 年 03 月 31日

石门县人民医院院报

石门县人 民医院

十九病区 心血管内科（二）

名医恭候：梁传亮

王贤奎

咨询电话：533645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二病区 妇科（二）

名医恭候：周美浓

孙海琦

咨询电话：5339289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三病区 胸外 乳腺

甲状腺外科 皮肤科

名医恭候：龙朝晖

顾强健 郑骥成

咨询电话：5323030

总编院熊松明 执行总编院杜谋元 健 康 宣 教责任编辑院梁雨虹 胡兴懿

2022 年 03 月 31日

石门县人民医院院报

总编院熊松明 执行总编院杜谋元

责任编辑院梁雨虹 胡兴懿综 合 新 闻

狼牙山五壮士

是在抗日战争时

期，河北省易县狼

牙山战斗中英勇抗

击日伪军的八路军

5 位英雄。他们是八

路军晋察冀军区第

1 军分区第 1 团第

7 连第 6 班班长、共

产党员马宝玉，副

班长、共产党员葛

振林，战士宋学义、

胡德林、胡福才。

1941 年 8 月，

侵华日本军队华北

方面军调集 7 万余

人的兵力，对晋察

冀边区所属的北

岳、平西(今北京西

部)根据地进行毁灭

性大扫荡。9 月 25

日，日伪军约3500

余人围攻易县城西

南的狼牙山地区，

企图歼灭该地区的

八路军和地方党政

机关。第 7 连奉命

掩护党政机关、部

队和群众转移。完

成任务撤离时，留

下第 6 班马宝玉等

5 名战士担负后卫

阻击，掩护全连转

移。第 6 班 5 名战

士坚定沉着，利用

有利地形，奋勇还

击，打退日伪军多

次进攻，毙伤 90 余

人。

次日，为了不

让日伪军发现连队

转移方向，他们边

打边撤，将日伪军

引向狼牙山棋盘陀

峰顶绝路。日伪军

误认咬住了八路军

主力，遂发起猛攻。

5 位战士临危不惧，

英勇阻击，子弹打

光后，用石块还击，

一直坚持战斗到日

落。面对步步逼近

的日伪军，他们宁

死不屈，毁掉枪支，

义无反顾，纵身跳

下数十丈深的悬

崖。马宝玉、胡德

林、胡福才壮烈殉

国；葛振林、宋学义

被山腰树枝挂住，

幸免于难。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三病区 呼吸内科（一）

名医恭候：唐纯金

咨询电话：533520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四病区 呼吸内科（二）

名医恭候：文海云

周尚昆

咨询电话：5338521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五病区 感染科

名医恭候：陈四清

胡绪普 田泽飞

咨询电话：532473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五病区 感染科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二病区 肿瘤 血液病科（二）

名医恭候：朱超纲

周 勇

咨询电话：5335019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病区 神经内科（二）

名医恭候：王 浩

刘培华

咨询电话：5333881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七病区 急诊科

名医恭候：尹 祥

王 波

咨询电话：5323011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七病区 眼耳鼻咽喉科

名医恭候：卞新浩

胡振军

咨询电话：532301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病区 骨科（二）

名医恭候：王文聪

毛炳焱 丁原 胡志喜

咨询电话：5324071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八病区 心血管内科（一）

名医恭候：刘 倩

谭传福 谢 彬

咨询电话：5323033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五病区 痔瘘专科

名医恭候：黄登元

熊寿应

咨询电话：5324030

名医恭候：胡建国

金 露

咨询电话：5330139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六病区 儿科（一）
石门县人民医院

口 腔 科

名医恭候：王 伟

袁玉霞 叶国红

咨询电话：5325945

石门县人民医院

医疗美容科

名医恭候：何 琪

咨询电话：5330098

抗日英雄谱院

狼牙山

五壮士

现在的生活节奏偏快，很多人都会忽视早餐这

一环节，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要知道，不吃早餐的

危害还是很大的。

1.不吃早餐容易胖

很多人为了减肥就不吃早餐，却不知，不吃早

餐会更容易发胖。因为不吃早餐的话，午餐会因为

饿而进食更多的饭量。因此，在此循环之下，反倒不

能达到减肥的目的，还会变得更胖。

2.不吃早餐让抵抗力变差

不吃早餐的人势必不能在早上为身体补充足

够的营养，会更容易出现眩晕、乏力的情况。而这不

仅会影响到你的学习、生活以及工作的状态，也会

让身体的抵抗力变得更差，不益于身体健康。

3.不吃早餐容易便秘

做到按时吃早餐的人，身体会自然而然的产生

一种胃结肠反射现象。而对于经常不吃早餐的人来

说，身体很容易因为胃结肠反射作用而失调，被便

秘而困扰。

4.不吃早餐容易导致低血糖

经过一个晚上的消耗，身体里的营养已经被消

耗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身体的血糖浓度是属于

偏低的状态，如果不及时吃点早餐来补给的话，身

体里的血糖浓度就会偏低，有时会出现四肢乏力、

精神萎靡、心慌等不适症状，影响正常的工作与生

活。

综上所述，不吃早餐的危害还是挺多的，那么，

早餐应该吃些什么呢？下面就来简单列举一二。

1.补充蛋白质

人体需要补充足量的蛋白质，以应对正常的工

作与生活，而早餐是补充蛋白质的一大主要时刻。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多食用一些肉类、蛋类和乳类

的食物，比如豆浆、鸡蛋和牛奶，以为人体补充足量

的蛋白质。

正如大家所说，早餐是一日里的第一餐，大家

不仅要吃得饱，吃得好也是很重要的。像面包 +牛

奶 + 水果的搭配就很不错，不仅补充了蛋白质的

量，也有水果来帮助消化，让你在第一餐就可以吃

的健康，做到营养均衡！

2.多吃水果

水果中不仅含有充足的水分，其里面还富有多

种维生素，对补充人体营养是很不错的。而且，大家

在早餐时间里多吃水果，对消化也是很有帮助的。

至于有什么推荐的水果，像香蕉、苹果、芒果等都是

适合在早餐时间食用的。

骨质疏松，指的是一种代谢性骨

病，主要是由于骨量丢失与降低、骨组

织结构破坏、骨脆性增加，导致患者容

易出现骨折的全身代谢性骨病。对于

骨质疏松，大家了解得很有限，间接导

致很多骨质疏松的“常识”广为流传。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几个并不正确的骨

质疏松常识。

“常识”1：骨

质疏松是小病

骨质疏松早

期的危害为弯腰

驼背、腰腿疼痛、

身高缩水等，进

一步发展可导致

胸廓畸形、胸闷

气短、脊柱压缩

变形、骨折等。对

于老年人，骨折

轻则影响自身身体机能，重则致残甚

至致死。因此，骨质疏松一定要及时治

疗，不可小视。

“常识”2：没有症状，不用担心是骨

质疏松

很多人认为没有出现腰酸背疼就

不是骨质疏松。其实，在骨质疏松早

期，患者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大部分

人很难察觉出来。很多人因定期体检

才查出骨质疏松。建议骨质疏松高危

人群，定期做骨密度检查。

“常识”3：骨质疏松补钙就行

骨质疏松光补钙是不行的，还得适

量补充维生素 D，不然身体没办法吸收

钙。此外，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还可进行

药物干预（如抗骨质疏松药）、生活方式

调整等。

“常识”4：老年人骨质疏松易骨折，

不要运动

部分患者及其家属觉得骨质疏松

容易骨折，不敢让去户外运动。其实，

这样的行为并不科学。建议骨质疏松

症患者在专业康复医师的指导下每天

30分钟的有氧运动和负重训练。适量

的运动有助于增加或维持骨量，防止骨

量继续流失。

石门县人民医院

皮肤诊疗中心

名医恭候：朱珊珊

咨询电话：

15973693358

3 月 9日，我院血液透析中心和肾病风

湿免疫病科分别举办以“人人关注肾健

康———吾爱吾肾，知识强肾”为主题的肾脏

日活动。

在广慈

楼 17 楼 血

液透析中心

大厅，五十

余名病友及

家属齐聚一

堂，认真聆

听了血液透

析相关知识

讲座，相互

交流心得，

增强了战胜

疾 病 的 信

心，场面非

常温馨。

我院血

透中心主任

蓝文病友们讲解血透中心的发展历程、现

有设备、人力配置及专科技术水平，感谢多

年来病友及家属对我院的信任，科室今后

会继续严格管理，不断提升专科救治能力，

更好地为肾病患者保驾护航。

主治医师肖彩霞从专业角度做了《血

透患者的吃喝玩乐》的专题讲座，让患者了

解肾脏病的饮食，特别是高钾和高磷饮食

的危害，讲解了血透患者控制水分摄入、降

低心力衰竭风险、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肖医生娓娓道来，详细进行了科普。

血透中心护士长舒涯讲解了血透患者

日常护理、积极配合医生规范治疗的重要

性。用科室现有透析龄 21 年 1例、透析龄

超过 10 年 20 例，透析龄 5-10 年 60 余例

的真实现状，鼓励病友依托国家现有的好

政策、先进的医疗技术，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愿每位肾友都能无惧风雨，活出精彩。

讲解完后，为了帮助大家熟悉动静脉

内瘘的维护，血液透析中心护士现场带领

大家做起了“健瘘操”，现场还为病友发放

纪念品及健康宣教资料。此次肾友会，搭建

了沟通交流的平台，开辟了医患沟通渠道，

增进了医患之间的感情，受到广大患者及

家属的欢迎，肾友家属对医院和血透室医

护人员的付出表示感谢。

在广慈楼 16 楼肾病风湿免疫病科室

外大厅，50 余名肾病患者认真听了一堂科

普科，科室主治医师邓林琨向大家讲解肾

病患者的自我保健。科普课程结束后，护士

长覃阿芳现场提问，向回答正确的病友送

上纪念品，随后一位病友和一位家属上台

分享了治疗经验，获得了大家的掌声和祝

福。

科主任蓝文提醒病友，慢性肾脏病的

预防和及时治疗非常关键，早期发现慢性

肾脏病有助于控制疾病进展、提高治疗效

果，但人们对慢性肾脏病的认知依然不足，

很多人直到有症状才就诊，然而慢性肾脏

病和其他肾病不同，大部分病人是没有症

状的，尤其是在早期，肾脏损害程度不严

重，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所以，等到

出现水肿、泡沫尿、夜尿增多、尿量明显减

少等症状时再去医院就诊、这时的肾功能

已经出现衰竭、成为一种不可逆的损害。

（舒涯）

近期，72岁的杨爷爷因咳嗽、气促、咯

血半年多来我院就诊，收治到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34病区。周尚昆副主任医师接诊

后，完善检查发现，老人左肺占位性病变并

左肺不张。结合气管镜下探查，提示左主支

气管被近 7 厘米肿物完全堵塞并越过隆

突，考虑致死性大气道梗阻，属于临床危重

症，随时可能发生窒息危及生命，需行手术

解除梗阻。

术前，杨爷爷合并慢性肾功能衰竭、肾

性高血压、肾性贫血，手术难度大、风险高，

经家属了解病情和风险后同意手术治疗。

科主任文海云副主任医师带领全科上下组

织术前讨论，制定详细手术方案和应急预

案。在文海云副主任医师、唐纯金主任医师

现场指导下，为患者行支气管镜下肿物消

融术，综合运用高频电刀 + 冷冻治疗的方

法，为杨爷爷重新打通了左主支气管，转危

为安。后续治疗后目前已顺利出院。

这是石门县首例支气管镜下热消融

术。利用高频电能产生热能原理，作用于组

织，使之凝固、坏死、碳化及汽化，同时可使

血管闭塞，可止血、切开、切割、摘除肿瘤，

常为首选的腔内治疗方式，与冷冻消融技

术结合运用，更能优势互补，为患者提供综

合治疗方案。特别适用于：

1、气管、支气管腔内恶性肿瘤的姑息

性治疗。

2、气管、支气管腔内各种良性肿瘤的

根治。

3、各种炎症、外伤、手术和异物性肉芽

肿的切除。

4、气管镜可及范围的气道组织止血。

（周尚昆）

两场“肾友会”，架起医患连心桥

我院成功开展全县首例支气管镜下热消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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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由石门县残

联和县人民医院联合组织的 2022 年度“复明 10

号”免费白内障手术项目于 3月 14日启动。

据悉，今年的手术时间预计在4月份。为了方

便百姓，术前筛查继续采用医务人员下乡筛查的

形式进行。

3月 13日，我院眼耳鼻咽喉科主任卞新浩带

领筛查工作组连夜出发，来到了雁池乡五通庙社

区，免费术前筛查第一站将从这里开始。

14 日一大早，附近村民陆续来到该社区服务

中心，在村干部帮助下，有序进行登记、视力检测、

眼底检查、裂隙灯检查等项目。

下午，筛查工作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雁池乡政

府，继续为附近村民开展免费筛查。截止到下午，医

务人员共为雁池乡 2 个筛查点 200 多位村民逐一

进行了详细检查，为符合手术条件的 50 余名白内

障患者发放了手术通知单。4月份，他们持手术通

知单即可来我院进行术前详细检查和免费手术。

如果错过本社区的筛查也没有关系，可以直接

前往我院眼耳鼻咽喉科门诊进行筛查。

（陕琴琴）

全县免费白内障筛查启动

动物咬伤门诊正式开诊

很多女性一旦怀孕之后就会格外

小心，生怕动了胎气，常沉溺于卧睡。

事实上，孕期适当运动极为必要，不仅

有利生产，还对宝宝健康有益，散步可

以说是最适合孕妈

的运动，在怀孕各

个阶段都可以。

一、促消化

怀孕后，受孕

激素的影响，孕妇

胃肠蠕动会减弱，

加上逐渐增大的子

宫压迫胃肠，会经

常出现吃撑、消化

不动的情况，要是

再没有任何运动，

就会出现积食。饭

后散步可以加强消

化，同时孕妇坚持适当的运动量，既能

保持体重，又可提高身体素质，增进体

力。

二、易顺产

孕妇经常散步，可以松弛神经，消

除大脑疲劳，稳定情绪，保持心情愉快，

特别是在孕晚期，散步还可以帮助胎儿

下降入盆，松弛骨盆韧带，为分娩做好

准备。

散步不仅有利于妈妈健康，对胎儿

发育也是好处多多。小编建议，孕妇散

步时最好选在清晨和傍晚，一定要有家

人陪同，记得穿上宽松舒适的衣服和鞋

哦！

三、防止便秘

便秘是孕期最常见的烦恼之一，发

生便秘时，准妈妈会明显感觉排便量减

少、排便困难，腹痛腹胀，精神上会变得

烦躁、焦虑、不安。适量的散步，可以加

强腹肌收缩力，促进肠胃蠕动和增加排

便动力，让孕妇通便更加顺畅，防止出

现便秘现象。

血栓就是血液内的血块，一般情况下

即便有血栓，也会自然分解，但是人体的衰

老退化、久坐不动等，会导致血栓的分解变

慢，甚至随着血液而流

动，在某个地方发生堵

塞。

不同年龄的人群都

可能被血栓所困扰，可

怕的是 99%的血栓来的

悄无声息，可能检查都

查不出来，因此对于血

栓发作前的一些症状，

一定要了解并引起重

视。

1.晨起头晕

有百分之七十的血

栓患者，会在晨起的时

候出现头晕的症状，因此如果短期内出现

多次晨起头晕的症状，要小心是血栓在作

祟，应该尽早检查。

2.胸部闷痛

血管中的血栓如果随着血液到了肺

部，很可能引发胸部闷痛等的症状，这种情

况一定要小心肺栓塞。

3.手脚麻肿胀

如果出现手脚发麻、肿胀等的症状，要

小心是血栓导致肌肉缺血或者是脑部血管

病变引发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4.睡觉流口水

血栓可能会导致咽喉肌肉功能失调，

无法自主控制，甚至出现不自觉流口水的

症状，因此如果经常出现睡觉流口水的症

状，也要小心是血栓发出的信号。

如何预防血栓发生？

血栓一旦形成，随着血液流动到哪儿，

就可能引发那个位置的堵塞，严重者还可

能危及生命，因此预防血栓一定要提上日

程。

1.多喝水

适当的增加水的摄入，不但能促进血

液的循环、新陈代谢，还能起到预防血栓的

效果。

2.适当运动

定期的进行适当的运动，能够促进人

体血液的循环，还能增强个人免疫力，控制

体重等，对于预防血栓也大有好处。

3.少吃高脂肪食物

尽量减少高脂肪食物的摄入，避免体

内脂肪含量超标，甚至引发血栓。

4.多穿宽松的衣服、鞋袜等

衣服、鞋袜等尽量穿着宽松点，不然可

能会导致血液循环不顺畅，甚至导致形成

血栓。

生姜，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是日

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调味品，做菜

还可以达到去腥味的效果，此外生姜

有什么好处呢，本文就来了解一下，当

然大家还需要清楚生姜的饮食禁忌。

第一、抗氧化抑制肿瘤

生姜中含有姜辣素跟二苯基庚烷

类的化学物质，而这两种物质的机构都

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效果，此外还可以清

除自由基，可以有效达到抑制肿瘤的效

果，而且正是因为其抗氧化的作用，生

姜也可以达到抗衰老的效果，老年人多

吃生姜的话还可以淡化老年斑。

第二、开胃健脾促进食欲

在夏天人们的唾液以及胃液分泌

量是比较少的，因此在夏天经常会出现

食欲不振的现象，但是如果在吃饭前含

几片生姜的话，就可以有效达到刺激唾

液以及促进胃液分泌的效果，而在这种

情况之下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有效改善

人的食欲，这也就是老话冬吃萝卜夏吃

姜的原因。

第三、防暑降温提神

在马上到来的夏天吃生姜可以达

到排汗降温的效果，此外还可以达到提

神作用，如果在夏天出现暑热表现，比

如经常头晕、胸闷以及心悸的话，不妨

喝点姜汤可以有效缓解这种情况。

第四、杀菌解毒消肿止痛

生姜能达到一定抗菌素的效果，尤

其是针对沙门氏菌效果是非常好的，在

夏天食品很容易受到污染，而且一旦污

染，细菌生长繁殖非常快，在夏天很容

易出现急性肠胃炎，而在夏天适当吃一

些生姜可以达到预防以及治疗的效果，

而且生姜提取液还可以抑制皮肤真菌，

用姜水漱口还可以有效达到治疗口臭

以及牙周炎的效果。

生姜的饮食禁忌

1、阴虚人群

2、内热重的人群

3、脱发人群

4、便秘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