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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国喜 见习记
者 郭诗玮 通讯员 姚 娜）以中医特
色造福全市人民群众的健康，3 月 8
日 ~9 日 ，市 中 医 院 举 办“ 中 医 治 未
病 健 康 又 美 丽 —— 春 季 膏 方 养 生
节”活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来院群众
提供耳穴压豆、测血压、铜砭刮痧等
中医适宜技术的同时，进行了健康科

普宣教活动。市中医院专家通过中
西医结合辨证，根据咨询群众的身体
状况制订治疗方案及用药指导。现
场有膏方样品、精品中药饮片、院内
特色制剂展出，以及现场膏方制作。

刚体验完铜砭刮痧的王女士说：
“我的腰总是不舒服，看到中医院有活
动就让护士来刮痧，果然舒服很多，还
是免费的，真好。”在求诊的同时，群众

对免费品尝膏方非常热衷，纷纷前去品
尝。经过近几年的有效宣传，医院的膏
方工作得到广泛的认同，前来就诊和咨
询的群众络绎不绝。

市中医院治未病一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国膏方已有千年历史，膏方作
为中医药学术思想和文化的精髓，其天
人相应、调补结合的特点在养生治未
病、慢病调治等领域有独到之处，是中

医“上医医未病”理论的重要体现方式，
特别是防治各类慢性疾病，调节亚健康
状态，帮助术后患者康复等效果非常明
显，愈来愈受到患者的欢迎。

此次活动传播了中医药文化，树
立了医院浓厚的中医氛围，同时提高
大家防病意识，更深层次的了解中医
药，认识中医药，感受中医药在养生保
健和防病治病中的独特魅力。⑤3

市中医院举办春季膏方节义诊活动

3 月 13 日，为弘扬雷锋精神

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驻马店职业技术学

院在北校区体育场开展“热血青

春 与爱同行”无偿献血公益活

动。数百名青年学子挽袖献血，

用实际行动彰显甘于奉献、勇于

担当的青春情怀，赢得社会各界

的广泛赞誉。⑥2

记者 王冰之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 捷 通讯员
李智会 陈思妤）近日，由河南省卫健
委行政审批办相关负责人带领专家组
莅临市中心医院，对市中心医院夫精
人工授精技术正式运行后进行校验评
审。

会上，市中心医院负责人对省卫
健委专家组一行表示欢迎，并对该院
发展历史、取得成绩，及新院区发展等
相关情况做简要介绍。他表示，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是医院重要的特色专
业、朝阳专业，医院高度重视其管理和
专业发展，希望此次校验工作能为医
院生殖医学带来强有力的指导和帮
助，提升诊疗技术水平，推动下一步试
管婴儿技术的申报，促进医院生殖医
学学科建设和妇幼健康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

该院生殖医学科相关负责人就医
院 2020年~2022年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等工作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并回答专
家组提出的相关问题。

专家组通过随机抽查科室相关病
历、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现场考核等
方式，分别对伦理与管理、临床、实验
室和男科 4 个方面进行全面、细致地
评审。

反馈会上，专家组对该院夫精人工
授精技术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经过全面

讨论，市中心医院顺利通过此次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校验评审。

市中心医院负责人对专家组提出
的意见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严格按照专家组的评审意
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生
殖中心的建设和发展。评审专家的肯
定和意见进一步促进医院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的发展，继续为广大患者提供
优质助孕服务。⑤3

本报讯 （记者 王 捷 通讯员
邢小宝）为更好服务天中儿童，市第
一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将于 3月 18
日~19 日开展青少年儿童免费骨龄
检测义诊活动。

义诊项目包括，免费测骨龄、量
身高体重、测算成年终身高。5 岁
至 16 岁人群可到市第一人民医院
本部门诊二楼儿童康复科接受义诊
服务。

据该院儿童康复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孩子的身高是多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遗传因
素，其次是环境、睡眠、饮食、运动等
因素。遗传因素占孩子身高因素的
60%至 70%。一般来说，如果父母身
高矮，孩子矮的可能性更大。因此，
家长要注意检测，如果孩子身高低于

正常水平要进行早期干预。
孩子要长高，睡眠很重要。有研

究表明，人体的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
的时间是晚上9时~11时和早上5时~
7时，尤其是深睡眠状态下分泌更为旺
盛。因此，建议孩子一般在晚上 9时
睡觉，以保证充足的深睡眠。

孩子的身高还受饮食的影响。除
保证充足的营养外，建议孩子多补充含
有维生素D的钙，多晒太阳促进钙吸
收。

人体运动前和运动后生长激素
的分泌也是有显著差距的。因此，孩
子可以适当进行一些纵向运动，例如
跳绳、摸高、游泳、引体向上等，可以
拉伸骨关节，有利于孩子长高。但运
动要在 30分钟以上，才能达到促进
生长激素分泌的效果。⑤3

很多人会出现焦虑多疑、恐慌不安
等心理波动。主动调整心态，乐观积
极、健康向上地应对，也是一种强大的
免疫力。那么，如何进行心理调适？

适量的运动能刺激神经传导物质
的分泌，像多巴胺、内啡肽和血清素，最
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周进行 3次~4次慢
跑，每次 30分钟，这种中等强度的体育
锻炼与最强劲的精神药物有着同样的
功效。

运动不一定要去健身房，比如楼下
小区，上班的路上，菜市场可以慢跑过
去。当然，除了慢跑这种有氧运动外，瑜

伽、健步走、爬山、骑自行车、踢毽子这些
都是可行的。切记情绪不好时不要做剧
烈的运动，以免情绪更加低落。

调整好自己的饮食结构。平日多
摄入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减少摄入一
些油腻、辛辣、刺激性等高糖高脂肪的
食物，多吃鸡胸肉，适量的深海鱼肉。
选择利于改善情绪的食物，如香蕉、黑
巧克力、圣女果、低脂牛奶、全麦面包、
苏打饼干、菠菜、茯苓饼。

呼吸放松调节法。通常情况下，呼
吸是以口腔和胸腔完成的，但呼吸放松
法提倡以腹式呼吸，它是以腹部作为呼

吸器官的方法。先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身体自然放松，然后慢慢地吸气，吸气时
感到腹部鼓起到最大限度把气呼出，呼
气时感觉到气流是经过鼻腔呼出，直到

前后腹部贴在一起为止。
生活在世上，我们难免会受到外界

刺激等因素影响产生痛苦、烦恼、焦虑
的情绪，但要学会心理调适。⑤3

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市中心医院加快省级神经、心血管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在全国三级医院中位列
第263名，综合排名全省第四位；市中医
院被河南省卫健委表彰为全省中医先进
集体。全市9个县级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
全部通过二级甲等医院的评审，其中泌阳
县、平舆县、西平县、新蔡县人民医院通过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实现全市60%县（区）
人民医院达到三级胸痛中心、卒中中心、
创伤中心标准。积极组织省级重点（培
育）学科申报工作，共计7个学科评审通
过，儿科、神经内科、药学部被评为河南省
重点学科；神经外科、麻醉科、普外科、泌
尿外科被评为河南省重点培育学科。加
快推进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服务体系建
设，做好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工作，规范危
重救治网络建设，坚持母婴安全五项核心
制度，全市孕产妇死亡率为6.02/10万，婴
儿死亡率1.5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2.59‰。2022年，我市临床用血和成分血
继续保持100％来自街头志愿无偿献血，
采集血液25.9吨，我市再次获得“全国无
偿献血先进市”荣誉称号，连续十届21年
获此殊荣。

中医药传承事业创新发展

我市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中国药
谷”一号工程，大力拓展检验、影像等基
本诊疗设备产业链，加快应急医疗设备
和车载医疗设备项目建设进度。加强药
材良种繁育基地和中药材种植基地建
设，市中医院与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合作建成现代化标准煎药服务中心，
与河南中医药大学开展深度合作，加强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六临床医学院建设，
建好妇产科、脑病科及儿科3个省级区域
中医专科诊疗中心。胸痛中心国家验收
通过初审，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
设项目通过验收，市康复医院和励建安
院士工作站建设加快推进。圆满完成国

家项目资金555万元建设的37个中医馆
项目，县级以上综合医院全部完成中医
药科室标准化建设，全市33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172个乡镇卫生院全部建设
了“中医馆”，率先在全省实现中医馆建
设全覆盖。积极开展中医学术流派传承
工作，目前全市范围内有疗效显著、特色
鲜明、优势突出、传承三代以上的学术流
派7支，代表性传承人7人。

“一老一小”服务持续深化

全市注册托育服务机构29家，开展
“规范托育服务中原行——驻马店站”活
动，鼓励协助有条件的企业和政府签订
合作协议，有效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
给。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帮扶保障，全市
基本实现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人制
度、就医“绿色通道”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三个全覆盖”。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能
力建设，共有19家医院完成老年医学科
建设，19家医疗机构开展安宁疗护，安宁

疗护床位数68张，服务212人。

体育驻马店亮点纷呈

我市成功举办第七届河南省大众乒
乓球公开赛驻马店分站赛，开展了系列全
民健身展示活动，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口比例达41%。加强国民体质监测站
点与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合作，为中心城区
3000多人进行了体质监测和健身指导，
体质合格率达91.3%。积极拓宽体育彩
票销售渠道，完成销售总额6.95亿元，增
速居全省第一位；推进农村地区体育健身
设施提档升级，完成2267个行政村体育
设施全覆盖。与教育部门联合举办青少
年羽毛球公开赛、击剑苗子选拔赛，积极
促进学校青少年体育活动；推动落实双减
工作，34家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纳入监管
平台；完成运动员注册500多人，射箭运
动员薛征夺得2022年全国射箭总决赛冠
军，参加河南省年度比赛，取得第一名32
个、第二名34个、第三名46个。⑤3

经历过手术的患者都知道，在
手术前一天，医生会告知患者:“明
天要做手术，今天晚上可以吃些易
消化的食物，零点以后不要再吃东
西或喝水了，如果有高血压或其他
特殊疾病需要早上服药的话，可以
早 上 起 床 时 用 一 小 点 水 把 药 服
下。”可见，手术前禁食禁饮是非常
重要的。

那原因是什么呢？一般手术
都需要全身麻醉，当麻醉时，食管
和胃连接部的贲门括约肌就会松
弛，当胃里有食物或液体时会顺着
食道返流到口咽部，这时患者处于
睡眠状态，无法呕吐，胃内容物就
容易被吸入呼吸道，而胃液又有很

强的腐蚀性，很容易导致肺部损
伤，造成吸入性肺炎甚至病人死
亡，导致严重后果。

另外，有些患者说，手术不需要
全麻也要禁食禁饮吗？是需要的。
有时候因为麻醉效果不理想或其他
原因导致手术无法顺利进行时，就
要改变麻醉方式，施行全身麻醉，这
时为了保证安全，禁食禁饮就派上
用场了，并且为保证麻醉时胃里空
空如也，最好是术前禁食12小时，禁
饮 4小时。所以准备手术的患者一
定要记住，为了你的生命安全和早
日康复，一定要禁食禁饮，更不能对
麻醉医生撒谎。（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手术室主管护师 胡安生）⑤3

热血青春
与爱同行

科普知识科普知识

市中心医院

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校验评审

2022，我市卫生健康体育事业的民生答卷（二）
记者 李国喜 杨 丽

如何进行心理调适
□ 冯菊平

市第一人民医院

开展儿童免费骨龄检测义诊活动

手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

本周中心血站血液库存情况
A型——正常
B型——正常
O型——正常
AB型——正常

本周市中心血站血液库存：A型、
B型、O型、AB型均正常。请您在确保
自身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参加一次献
血，用血液守护生命，用爱心温暖人间！

守护城市，为爱逆行，我们需要
您的一份力量！市中心血站衷心感

谢您对无偿献血事业的支持！欢迎
拨打献血预约电话，流动采血车电
话 ：2836636 成 分 献 血 电 话 ：
2836612 志 愿 者 报 名 ：2839993
微信：ZMDSZXXZ

无偿献血公告

医保近距离医保近距离
驻马店市医疗保障局驻马店市医疗保障局
驻马店日报报业集团驻马店日报报业集团 联联 办办

驻马店市卫健体委驻马店市卫健体委
驻马店日报社驻马店日报社 联联 办办

艾滋病科普知识艾滋病科普知识

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

驻马店日驻马店日报社报社 联联 办办

心心世界世界··新生活新生活
驻马店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系列报道驻马店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系列报道

医卫医卫快讯快讯

掌握科学的性知识，树立正确
的性观念，保证安全的性行为。性
既不神秘、肮脏，也并非自由、放
纵。性冲动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
象，是成长的必经过程。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体内病毒
复制即开始，会损害全身多个器官。
已有的抗病毒药物和治疗方法，虽不

能治愈艾滋病，但实施规范的抗病毒
治疗可有效抑制病毒复制，降低传播
危险，延缓发病，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
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国家实施免费的艾滋病病毒抗
病毒治疗，对于所有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患者，均建议实施抗病毒治
疗，即实行“发现即治疗”。⑤3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和回参保地
报销一样吗？

按照国家现行规定，参保人员
在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直接结算
时，按照“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
执行医保报销，不论是住院还是门
诊，医保药品目录、医疗服务设施和
诊疗项目范围均执行就医地的医疗

保险政策；医保基金起付标准、支付
比例、最高支付限额和结算期等均
执行参保地的医疗保险政策。而申
请手工报销时，则按参保地支付范
围及标准进行报销。因执行的报销
目录范围不同，导致参保人异地就
医联网结算和回参保地手工报销存
在待遇差异。⑤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