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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岩）自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漯河市
中心医院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为
人民服务同频共振，深入农村、
社区、学校，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十百千工程”等专项行动，
通过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将惠
民举措落实到基层，打通党史学
习教育“最后一米”。

6月11日，漯河市中心医院
医务人员走进舞阳县吴城镇东
王村幼儿园，开展“关爱儿童、情
满端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

在活动现场，该院医生采取
问答模式，为小朋友讲解了中暑
有哪些表现及补救措施。该院
还为小朋友发放礼品，为每位小
朋友送了端午香包、画册和画

笔；为小朋友讲解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做到讲卫生、少生病，并教
小朋友“七步洗手法”等。

6 月 12 日，作为“省级青年
文明号”的漯河市中心医院普外
二科，在刘清泉主任的带领下，
秉承“健康相约，让爱普撒千家
万户”的理念，携手相关部门，走
进漯河市柳江小区党员服务中
心，为社区及周边地区的群众提
供义诊服务。

在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
众络绎不绝，漯河市中心医院医
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市民测心
率、血压、血糖，还进行甲状腺、
乳腺、胃肠、血管等方面的检查，
并耐心细致地为群众讲解科普
知识，并对常用药品的使用进行
指导，受到群众的欢迎。

6 月 12 日，漯河市中心医
院内科二总支一支部书记陈小
华带领党员志愿者深入柳江社
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如左
图）。

志愿者除了发放筛查问卷，
还向群众宣传食用粽子的注意
事项及过节如何合理饮食、保护
胃肠等知识。

此次义诊活动，共发放和回
收消化道早期癌高危人群筛查
问卷 62 份，发放健康宣传手册
100 余份。本次活动受到柳江
小区居民的欢迎。

为了更好地发掘、传承端午
节深厚的文化内涵，6月13日下
午，漯河市中心医院在 3 号楼 4
楼大厅举办了“弘扬端午文化、
传我浓情粽香”活动。

此次活动分两个环节：包粽
子比赛和康复知识/小技能分
享。各病区康复期患者及家属、
护工、保洁员、医务人员等积极
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活动现场，康复期患者和
家属等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积极
参加包粽子比赛。参赛选手可
以将所包粽子带回家，胜出者还
可以获得精美礼品。

医务人员为大家讲解了早
期床旁康复的要点、康复过程中
的误区、三伏贴小知识等。

此次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
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
德，彰显了节日文化内涵，使广
大患者及家属感受到了节日的
温馨与快乐，同时也增进了医患
情感，缓解了患者的压力，促进
患者快速康复。

漯河市中心医院开展“情满端午”系列活动

无偿献血 让世界持续跳动
编者按：无偿献血拯救他人生命，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崇高行为。今年6月14日是第18个“世界献血者日”，河南各

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广大爱心人士主动无偿献血，宣传献血相关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营造了浓厚氛围。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
实习记者安笑妍 通讯员
苗 军）6 月 10 日 9 时至 21
时，在郑州市举办的第六届

“大爱郑州、热血之城”无偿
献血 12 小时不间断宣传活
动中，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
捐献 34.23 万毫升热血和
319个治疗量血小板。

在当天的无偿献血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上，郑州市
28 个无偿献血工作先进集
体、13位200次以上无偿献
血者代表和1位300次以上
无偿献血者受到表彰。

今年 59 岁，已经献血
296次的杨予军就是受表彰
者之一。从1998年至今，他
一直坚持参加无偿献血活
动，并带动周边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他
一家三口都是百次献血者，
共捐献全血 1.14 万毫升和
1267个治疗量血小板。

“对我来说，无偿献血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成了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杨予军
说，作为河南省红十字血液

中心无偿献血服务队的一
名志愿者，他走遍了郑州无
偿献血采血点，并深入大中
专院校、工业园区、企事业
单位，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作为献血者和志愿者，我
们的目标就是献血救人。”
杨予军说，他呼吁更多的人
加入这个群体，用爱心温暖
这个世界。

据河南省红十字血液
中心党委书记岳立宏介绍，
郑州市千人口献血率已达
到 23.7‰，远远高于全国
12‰的平均水平。2020年，
河南省第8次获得“全国无
偿献血先进省”荣誉，郑州
市连续12次获得“全国无偿
献血先进城市”荣誉。

活动当天，除了郑州市
郑东新区如意湖广场3辆献
血车 12 小时不间断接受市
民献血之外，河南省红十字
血液中心所有流动献血车，
以及大学路献血屋、新密献
血屋、登封献血屋、巩义献
血屋、荥阳献血屋等同步开
展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荣 千）近 3 年，河南护理职
业学院广大师生积极参加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活动，总献血量达
124.92 万毫升。尤其是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河南护理职业学
院 1641 人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献
血量达 64.85 万毫升。河南护理
职业学院被省卫生健康委、省教
育厅和省红十字会评为“无偿献

血优秀团队”，纪委书记张远和
护理系教师马志霞被评为“无偿
献血先进个人”。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是安阳
市首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
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
动的高校。受疫情影响，临床用
血紧张，河南护理职业学院科学
部署、精心组织，扎实推进无偿
献血工作；广大师生敢于担当、

奉献，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第一次献血的李佳航同学说：

“虽然有点害怕，但是作为当代
医学生，就要有责任和担当。”

下一步，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将持续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充分发
挥院校师生无偿献血主力军的
作用，为无偿献血事业贡献力
量。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
员刘红建）6月14日，由周口市人
民政府、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周口
市中心血站联合举办的无偿献血
集中宣传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拉开
序幕，16家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

志愿者等共计 200 余人参加活动
（如上图），并献血。

周口已连续 10 次获得“无偿
献血先进城市”荣誉，平均年采血
量达230吨。

此次无偿献血集中宣传活动

主会场设立在市中心医院，其余7
个分会场设立在各县（市、区）。

统计显示，活动当天，周口市
主会场无偿献血量达6.4万毫升，
各分会场无偿献血量总计达 16.3
万毫升。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王 伟）6月11日，由信阳师范学
院、信阳市卫生健康委、信阳市红
十字会、信阳市中心血站联合举
办的信阳市 2021 年“世界献血者
日”宣传科普活动在信阳师范学

院举行。
在活动中，信阳市卫生健康

委、信阳市红十字会、信阳市中心
血站联合信阳师范学院、信阳市
第二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无偿献
血、科普宣传等，号召大学生捐血

救人。参加完活动，大学生们纷
纷走上献血车，献出热血。

在活动现场，信阳师范学院
大学生登台表演了歌曲、诗朗诵
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并用快问快
答的方式，进行了科普宣传。

无偿献血科普知识进校园

本报讯 6月14日上午，平顶
山市医疗卫生单位在鹰城广场集
中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义诊活
动，各县（市、区）也同步举行相关
活动。

近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平顶山市无偿献血工作

取得了长足进展，全市临床用血
连续多年 100%来自无偿献血，连
续 10 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
市”荣誉。

平顶山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
务队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现
有 12 支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分

队，注册志愿者达3000多名，分布
在各个县（区），曾荣获“全国无偿
献血促进奖特别奖”，17名志愿者
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
身荣誉奖”，100 多名志愿者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星级
奖”。 （杜如红 李河新）

6 月 14 日，焦作 3 位市民在献血车上无偿献血。当
天，焦作市中心血站在全市设立7个献血点，开展宣传活
动，弘扬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的精神，有467人成功献血共
计18.68万毫升。 王正勋 王中贺 褚新建/摄

6 月 11 日，在驻马店开展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工
作人员正在向群众讲解无偿献血知识。当天，驻马店开
展了主题宣传活动，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市中心血站、驻
马店佳和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向在场群众发放宣传单，
普及无偿献血知识。近年来，驻马店市无偿献血工作取
得长足发展，广大市民积极参加无偿献血行动，为全市医
疗机构临床用血提供了保障。

丁宏伟 王琳琦 梁少桢/摄

6 月 13 日濮阳暴雨，19 时
20 分，濮阳市妇幼保健院急诊
医生接到内黄县某医院电话：
一名刚出生的新生儿呼吸困
难，急需转院。濮阳市妇幼保
健院儿科ICU（重症监护室）值
班医生李瑞芳向刘九月主任报
告情况后，与值班护士李瑞瑞
乘救护车奔赴内黄。

20 时 32 分，抵达内黄县某
医院后，李瑞芳立即查看孩子病
情，肤色灰白、没有血色，呼吸困
难，遂给予气管插管，复苏气囊
加压给氧，建立静脉通道，转至
救护车上，连接呼吸机。由于患
儿经皮氧饱和度不能维持在正
常范围内，李瑞芳与李瑞瑞交替
用复苏气囊加压给氧，患儿经皮
氧饱和度方可维持在90%~94%，
心率在100~140次/分。救护车
驾驶员岳震凭借娴熟的驾驶技
术，加速赶回医院。

一路上，雨越下越大，行至

濮上路濮水公园时，路上积水
已没过路边电动车。驾驶员多
次 绕 行 ，寻 找 积 水 较 浅 的 道
路。但是，行至濮阳市疾控中
心门口时，由于雨势过大，积水
过深，救护车发动机进水熄火，
无法继续前行。

李瑞芳马上向刘九月汇报
情况，儿科ICU护士栗韦、侯恒
宇，以及急诊医生王凯、护士王
小丽立刻携带氧气袋等急救设
备前来接应。这时，正在执行
抢险排涝任务的华龙区消防救
援大队开州路消防救援站指导
员张鹏飞，消防员侯德森、郭勤
威、丁叶龙等主动前来帮助转
运患儿。

在消防救援指战员的护送
下，医务人员紧紧抱着孩子，蹚
过齐腰深的积水，将患儿安全
护送到了儿科重症监护室。经
检查，患儿被诊断为新生儿肺
炎、气胸、重度肺动脉高压。

近日，郑州市紧急医疗救
援中心 120 指挥调度大厅接到
一个求助电话，对方带着哭腔
说：“我妈妈好像病得不轻，请
赶紧派救护车过来。”

话音未落，调度员就娴熟
地将任务派给了郑州市中心医
院4号急救站，同时继续询问患
者情况。患者为女性，63岁，10
分钟前突感胸闷、呼吸困难，约
5分钟后患者神志不清，呼之不
应。调度员意识到患者病情危
重，第一时间救治至关重要。
调度员说：“救护车已派出，你
妈妈病情较重，请将你妈妈平
放在硬板床上，把头部偏向右
侧。不要挂断电话，我马上把
你的电话连线急诊医生，他会
指导你如何救治。”

通话被迅速转接到了郑州
市中心医院 4 号急救站医生邹
洋的手机上。邹洋了解到老
人面色紫绀，意识丧失而且可
能自主呼吸已经停止，赶到现
场预计需要五六分钟，而这五
六分钟正是抢救患者的黄金
时间。随即，邹洋通过电话指

导救治：“我们在赶往你家的
路上，请你保持冷静，先按我
说的做！请将手机免提打开，
放在身旁，将患者去枕平卧，
去 除 假 牙 、清 理 下 口 腔 分 泌
物；双手交叠置于患者胸骨的
中下段 1/3 处开始按压。按压
深度五六厘米，频率为每分钟
100～120 次，每按压 30 次，人
工呼吸2次……”

5分钟后，急救人员携带抢
救设备抵达患者家中。进入房
间，看到打电话求助的女性正
在为患者实施胸外心脏按压，
急救人员马上接力救治。

尽管心肺复苏起到了成
效，但心电图检查结果及患者
发病前的表现、既往冠心病病
史，心肌梗死、冠脉支架植入术
后的情况，让急救人员高度紧
张。若梗死的血管不能开通，
患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猝死。
急救人员马上为患者进行冠脉
造影检查，以明确诊断，尽早进
行介入治疗。

从患者家属呼救到进入导
管室进行手术，仅仅32分钟。

急救故事

12小时献血34.23万毫升

周口平顶山主题宣传丰富多彩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师生

3年献血124.92万毫升

暴雨夜转运重症患儿
本报记者 陈述明 通讯员 王瑞林

保持通话5分钟
本报记者 常 娟 通讯员 刘 颖 徐淑玲

本报讯（记者许冬冬）“我
们早上吃了一根铝含量超标的
油条，是不是担心对身体造成
伤害？我认为，谈‘食’色变，大
可不必……”6 月 15 日上午，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在白象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举办的“食品安全
企业行”活动上，省卫生健康
委、省疾控中心的专家们幽默
的开场白吸引了在座的食品技
术人员。

此次活动围绕食品标准涉
及的两部法律重点进行了解
读，就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营养健康知识等进
行讲解；以生产经营过程控制、
添加剂超标的食品是否造成健
康损害、监测发现的主要食品

安全隐患、从业人员管理及操
作规范等为重点内容，详细讲
解了食品安全相关知识，进一
步提升了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
意识和标准意识。

据省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卫生健康
部门主要承担食品安全标准、
风险监测等工作职责。举办

“食品安全企业行”活动，目的
是通过多种交流平台，以多种
形式、多个角度、多条途径，面
向社会、贴近公众，有针对性地
开展风险交流，普及食品安全
标准、风险监测等相关知识，提
高公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认
识，提升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共
同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知识宣传进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