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彩霞
周鹏博，28岁，双汇集团职工。
他累计服务800小时，累计献血

44 次，其中全血 11 次，机采 36 次，
曾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及全
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二星级志愿者、
2013～2016年度五星级志愿者称号。

2011 年，周鹏博走进献血房车
进行人生中的第一次献血。“第一次
献血时我既紧张又激动，献完血之
后，想到自己的血可以救助另一个

人的生命，这让我觉得很有意义。”
周鹏博回忆说。

作为一名 90 后，在漯河市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队成立后，他踊跃报
名加入成为第一批队员，积极参与
宣传讲解、填报表格等志愿服务。
每次看到自己招募的爱心人士走进
献血屋进行无偿献血，周鹏博就会
感到非常骄傲。“我自己献的血再
多，也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我想
用行动招募更多的献血者，这样就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周鹏博说。

献血格言：用行动感染别人，
招募更多的献血者，帮助更多人。

■本报记者 刘彩霞
冀莉琴，46岁，漯河市第二实

验小学教师。
她坚持无偿献血19年，累计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626小时，累计献
血110次，其中全血8次，机采102
次，曾经多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铜奖及市无偿献血奉献
奖一等奖。

冀莉琴除了主动参与义务献
血，每周末都会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宣传献血知识，接受市民的咨
询。此外她还加入中华骨髓库，成
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据了解，冀莉琴的爱人患有脑
瘤，十几年来，仅开颅手术就做
过三次。面对医院下发的病危通
知，她不放弃希望，仍用耐心呵
护爱人脆弱的生命，在工作和生
活中，冀莉琴也经常得到单位领
导、同事以及志愿者的照顾和帮
助。正因为如此，冀莉琴觉得自
己更应该投身志愿活动，把这份
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献血格言：同在蓝天下，共享
生命的感动！

一滴血 一片心 一份爱
——记“最美志愿者”冀莉琴

用行动帮助更多人
——记“最美志愿者”周鹏博

1.什么是疱疹性咽颊炎
疱疹性咽颊炎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

以急性发热和咽颊部疱疹溃疡为特征的
疾病，以粪-口或呼吸道为主要传播途
径，感染性较强，传播快，呈散发或流

行，夏秋季为高发季节，5岁以下儿童
为高发人群。患儿患病后不能获得终身
免疫，如果孩子去年患过该病，今年依
然可以患病。

2.疱疹性咽颊炎传染性强吗
疱疹性咽颊炎有较强的传染性，只

有出现疱疹后才能确诊，确诊后应采取
隔离措施，有部分可能出现热惊厥，
所有要时刻观察。疱疹性咽颊炎目前没
有疫苗，家长应帮助孩子积极预防。

3.如何辨别疱疹性咽颊炎
疱疹性咽峡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咽

颊部长满疱疹，伴有反复发热、咽痛、
流口水。小婴儿因为不会说话，所以会
日夜哭闹，不能入睡。特别要注意的

是，有些家长会将疱疹性咽颊炎与普通
感冒、“手足口”病相混淆，但如果家
长仔细观察的话，会注意到孩子的咽喉
部、舌部甚至口腔黏膜处有疱疹，这就
是疱疹性咽颊炎，而“手足口”病是嘴
里、手上和脚上都起疱疹。

4.如何预防宝宝患上疱疹性咽颊炎
疱疹性咽颊炎在预防上有一定难

度，但依然可以做一些事情：平时应给
宝宝勤洗手，吃熟食、喝干净水，同时
家里要勤通风、晾晒被褥、消毒玩具，
平时要让孩子多锻炼身体，并保证充足
的睡眠时间，同时营养均衡，以提高孩
子的免疫力，疱疹性咽颊炎高发时期，
尽量避免带孩子去公共场合。

正确认识疱疹性咽颊炎
新三院·新形象

专家链接
牛 玉 红 ，

市三院儿科主
任 ， 主 任 医
师，儿科学会
副 主 任 委 员 、
漯河市医疗事
故鉴定委员会
专家，进修于
武汉市儿童医

院、郑大三附院。专长：儿童各种
常见病、儿童哮喘、神经系统疾病
及新生儿疾病的诊治，从事儿科临
床二十多年，对小儿常见病和疑难
病的诊治经验丰富。

精神分裂症早期症状一般不是很明
显，等到患者有明显异常到医院确诊
时，往往已错失最佳治疗时机。那该怎
样知道是否属于精神分裂症呢？

生活中，人所说的痴傻、哭笑无
常、神经兮兮等词汇都是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典型写照。因此，生活中我
们要充分认识它的严重性，并在患者
出现这些异常征兆时及时送医治疗。
一般需要做以下几方面的比较来确认
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现在与过去
比；本人与他人比；是否符合当时当
地的习俗和规范；是否符合客观现
实；是否有不可理喻的行为表现；整
个精神活动是否协调统一。

如果患者性格突变，并与正常人存
在很大差异，就要关注其精神活动是否
存在异常，并到有条件的专科医院寻求
诊断。如果您对精神分裂症还有任何疑
问，都可免费咨询在线专家，获取专业
解答和调治建议。 赵建华

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症状

漯河市精神病医院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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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夏天都会发生不少溺水的
悲剧，一个人从发生溺水到死亡，不
过几分钟时间。溺水导致窒息，出于
求生本能的挣扎会加重缺氧，严重的
脑缺氧使溺水者意识丧失，接着呼吸
停止，然后心跳也停止了，如果无人
施救，很快会导致死亡。

溺水者的打捞
如果施救者游泳技术好，可游到

溺水者身后，双手固定溺水者头部，
或者双手从溺水者腋下搂住溺水者，
使其口鼻露出水面，采用仰泳将溺水
者拖上岸。

如果施救者不会游泳，可在周围
找绳子、木棍儿、竹竿等将溺水者拉
过来；如果找不到，大声呼救其他人
来帮忙，不能鲁莽下水。如果溺水者
发生心跳呼吸停止，在拨打急救电话

“120”的同时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如何进行心肺复苏
溺水急救的心肺复苏要按照“开

放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的顺
序进行。因为溺水导致的心脏骤停是
呼吸先停，然后心跳才停，复苏的关
键在恢复呼吸。

1.一只手将溺水者前额向下压，
另一只手食指中指将溺水者下颌向上
提，使溺水者头往后仰至下颌与耳垂
连线与地面垂直。

2.确定溺水者无呼吸后，深呼
吸，捏住溺水者双侧鼻翼，并用自己
的嘴严密包绕溺水者的嘴，吹气 1~2
秒，吹完松开捏着鼻翼的手，侧头换

一下气，再进行第2次吹气。
3.连续吹气2次后，进行30次胸外

按压。施救者跪在溺水者身体一侧，身
体正对溺水者乳头部位，一只手掌根部
放在溺水者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
重叠，利用上半身体重和肩部双臂的力
量垂直向下按压溺水者胸骨。

同时注意：按压过程中手掌根部
不要离开胸壁以防按压位置移动，但
是要使溺水者胸廓完全扩张；按压深
度至少 5 厘米，或溺水者胸壁厚度的
三分之一；按压频率每分钟不少于100
次，建议每分钟120次以上；每做2次
口对口吹气，就要做 30 次心脏按压。
5个循环后检查一次溺水者颈部动脉搏
动 （转动脖子时会有一块明显肌肉从
耳旁到胸骨处，即胸锁乳突肌，在这
块肌肉内侧，可以明显摸到颈动脉的
搏动），如果有搏动，停止按压，如果
没有回复搏动，继续吹气按压，每 5
分钟检查脉搏，直至急
救人员到来。（更多健康
资讯请关注漯河健康教
育微信） 健康教育所

如何对溺水者开展急救

本报讯（记者 刘彩霞）“您是哪
里不舒服？一会儿按摩时，您尽量保
持身体放松，效果会好一些。”7 月 1
日，市区双汇广场举行中医药健康文
化主题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咨
询，一名市民现场体验中医疗法服务。

为全面贯彻落实河南省中医管理
局 《中医中药中国行——河南省中医
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实施方案》，扩大
中医药社会影响力，市卫计委组织开
展中医药健康文化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分为健康咨询 （义诊）、
中医疗法体验、科普宣传、互动学习
四个板块。市直各医疗单位、市民营
医院协会分别派出院内优秀的中医医
护人员开展集中义诊活动，为前来就
诊咨询的市民进行解答。另一部分医
护人员则以发放宣传页、摆放宣传展
板和组织抽奖答题等形式，对来往市

民进行中医药法知识宣传普及。
在中医疗法体验板块，各医疗机

构自带治疗床及相关设备，邀请市民
进行针灸、小儿推拿、拔罐、刮痧、
穴位贴敷等免费体验。市中医院现场
摆设中医体质辨识设备，市民作答完
所有测试题后，即可生成一张专属体
质分析表，中医专家根据分析给予个
性化指导意见。

除了中医疗法受到市民围观体
验，养生操表演团队现场示范太极拳
和八段锦的教学表演、参与企业现场
展示中药药材以及中药保健产品，同
样受到市民关注和好评。“此次活动，
目的是推动中医药健康文化传播，提
升群众中医健康文化素养，通过让群
众近距离体验中医中药，加深他们对
中医中药的了解和认识。”市卫计委中
医管理科科长郭玉鸽说。

中医药服务走进市民生活
市卫计委举办中医药健康文化主题活动

近日，郾城区人民医院举行系列党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
年。图为医院党员志愿者组成的医疗队在裴城镇中和寨村举行义诊活动。

刘淑敏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三川 通讯
员 谢桥涛） 6月30日，第五届中原高
血压及相关疾病论坛在河南省人民医
院成功举办。市中心医院 （漯河医专
一附院） 副院长杨秀慧应邀做学术主

持，高血压科副主任谢桥涛受邀做学
术报告。市中心医院荣获2018年度河
南省高血压防治先进集体称号，是全
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医院。

本次论坛由河南省高血压防治中

心主任王浩教授团队承办。论坛邀请
到世界高血压联盟前任主席刘力生教
授、世界高血压联盟秘书长张新华、
上海瑞金医院朱鼎良教授等国际国内
高血压学界专家。此次论坛的举办为
全国高血压领域专家搭建了一个良好
的学术交流平台，提高了全省基层高
血压医务工作者的诊疗水平，将高血
压防治实用诊疗新技术传播至县市级
医疗机构，通过宣传“HEARTS”高
血压防治项目，提高基层高血压防治
机构的诊治能力，推动了全省高血压
诊治路径的规范化。

作为全省地市级医院首个高血压
专科，漯河市中心医院副院长、高血
压科学科带头人、河南省高血压防治
分会副主任委员杨秀慧教授带领科室
高血压科团队参加了此次论坛并获邀
做大会学术主持，杨秀慧对新乡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赵国安教授以“STE-
MI救治策略”为题的讲座做精彩点评
的同时，也简要分享了医院胸痛中心
建设中刘东亮教授团队所取得的成绩。

市中心医院高血压科副主任、河

南省医学会高血压防治专业分会常务
委员、漯河市高血压防治专家委员会
秘书长谢桥涛教授受邀参加会议，并
以“动态血压监测的临床价值”为主
题，分享了动态血压监测相关国际最
新指南，与全国同道一起交流了动态
血压监测在临床应用上的经验。

市中心医院高血压科自 2007 年成
立以来，在全市乃至全省高血压基层
防治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省高血
压的基层防治工作中成绩突出。在本
次论坛颁奖仪式上，杨秀慧登台领
奖，市中心医院被河南省卫计委、河
南省高血压防治中心评为“河南省高
血压防治先进集体”，此为2018年度全
省唯一获奖单位。河南省高血压防治
中心主任王浩教授在省中心工作总结
会议中说到，市中心医院高血压科在
副院长杨秀慧的带领下，下沉基层，
辛勤付出，对我省高血压的基层防治
工作做了突出的贡献，望该院高血压
科团队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工
作，砥砺前行，推动基层高血压防治
工作实现良好发展。

市中心医院被评为2018年度
河南省高血压防治先进集体

颁奖现场。 谢桥涛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俊霞 通讯
员 张 帆） 7月2日上午，市政府办
公室和市二院党员志愿者，到市政府
办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和第一书记派驻
村——临颍县王岗镇滕寺村开展送医
下乡义诊活动。

在滕寺村幸福院，义诊专家来到老

人床前，详细询问、检查他们的身体状
况，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
注意事项等。在滕寺村党群服务中心，
医务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查心
电图等。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党员
志愿者、义诊专家共为70多名群众进
行了检查，受到该村群众的一致称赞。

市政府办和市二院党员志愿者

送医下乡服务群众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七周
年，进一步推进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
设，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的动力，近
日，市三院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演讲比赛。

来自各个党支部的6名参赛选手紧
紧围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这个
主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与全院党

员干部共同分享了各自的感悟，抒发
了对党的崇敬之情和对工作的热爱。
随后，该院优秀党员段继豪为大家带
来了主题为“立足岗位比奉献 争做
健康好党员”的精彩党课，倡导干部
职工要积极加强体育锻炼，保持饱满
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履行职责，
肩负起各自岗位的重担。 梁 煜

市三院

开展“七一”主题演讲比赛

6月27日～7月1日，市中医院一行50人在党委书记、院长刘晓的
带领下赴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并重温入党誓词，聆听“延安精神及
时代价值”专题讲座。 赵卫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