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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淮北

本报讯 记者从市中医医院
获悉，自9月22日起，位于淮海路
57—1号二楼的市中医医院名医堂
针灸推拿科，正式开启夜间门诊服
务，这也是市中医医院开设的全市
首家夜间门诊。患者可以通过市中
医医院名医堂人工窗口、电话
（18365226397周医生、13856990771
陈医生、18056128322蔡医生）、微
信公众号“淮北市中医医院”三种方
式预约挂号。

据了解，市中医医院名医堂
夜间门诊开诊时间为周一至周
五 17:00至20:30（节假日除外），
目前主要以诊治脑卒中（中风）
后遗症、小儿脑性瘫痪、脊髓损
伤、周围神经损伤、面神经麻痹、
面肌痉挛等神经系统疾患，手足
外伤后关节功能障碍、骨关节
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
柱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
突出症、腰椎管狭窄、膝关节炎、
肌筋膜炎等骨骼、肌肉系统疾
患，以及慢性胃炎、腹泻或便秘、
头痛、眩晕、失眠、术后体质调
节、盆腔炎、乳腺增生、肥胖等

急、慢性软组织损伤病患为主。
市中医医院名医堂夜间门

诊的开通让平时工作、上学等白
天没时间上医院，或者白天没挂
上号、没做完检查以及做完检查
还没找医生看结果的患者，能在
晚上及时看上病。此外，也方便
了需要持续进行健康管理，又难
以在事务繁忙的白天定期就医
的亚健康人群。同时，避免了日
间门诊高峰期因人流量大形成
的人员聚集。

市中医医院负责人表示，夜
间门诊的开诊，是市中医医院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新举措。此
项举措极大地方便了广大群众
夜间看病就医，最大限度满足不
同群体的就医需求，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市中医医
院将在总结名医堂针灸推拿科
夜间门诊的经验基础上，渐序提
供一些适合市民晚间的中医特
色服务治疗项目，逐步开通名医
堂其他科室夜间门诊，将“名医
堂”打造成一个竭诚服务淮北市
民健康的品牌，让市民享受到与
日间一样的优质医疗服务，感受
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魅力。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医院
两名门诊就诊患者突发心脏骤
停，医务人员紧急施救，将患者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56 岁的李先生来到市人民
医院门诊心内科就诊，就在医生
询问既往病史的过程中，突然晕
倒在地。“当时患者意识丧失，呼
唤不应，无心跳，脉搏也消失
了。”正在坐诊的心内科二病区
副主任谢义民回忆道。经过判
断后，谢义民迅速锤击患者心
脏，并进行心肺复苏。短短 4 分
钟的时间里，患者反复发作3次，
均被成功抢救回来，生命体征恢
复平稳，随即送入急诊科。目前
患者已入住心内科二病区进行
下一步的治疗。

同样来医院就诊的李某，在
等待办理手续时，出现头晕、出
汗，站立不稳症状，被门诊护士
及时发现，立即为患者摆好体
位。心内科二病区主任朱晴迅
速赶到现场，进行急救。经过救
治，李某恢复自主心律，意识清
晰，在急诊科检查后收治心内科
二病区。后追问患者病史，曾在
外院行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
提示窦性停搏，此次患者出现上
述症状考虑与此有关。下一步
完善相关检查后，将行心脏起搏
治疗。

虽然有些心脏骤停前没有

什么明显的异常情况发生，但大
部分人往往有心悸、烦躁、心前
区不适、心前区疼痛，只是平时
没有引起注意，这正是心脏骤停
的危险所在。不少人看来很健
康，有的人心脏感觉不舒服不知
道上医院，而是认为可能是最近
几天太累了，或者吃的不舒服等
等，由此导致悲剧的发生。心脏
骤停前最典型症状是心前区、胸
骨后持续3至10分钟不等的一种
压迫性绞痛，可以伴有向左上肢
放射痛，如果超过20~30分钟，往
往提示心肌坏死。也有一些不
典型的症状，如胃疼、背疼，牙
痛、心悸、胸闷、头痛、眩晕、呕吐
等。

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
发生心脏骤停，但是具有以下特
征的人群，发生心脏骤停的概率
更高：1.有心脏病史;2.出现过无
明显原因随机发作的昏厥或头
晕;3.出现过无法解释的喘息、呼
吸急促;4. 有高血压或糖尿病或
胆固醇高;5. 有睡眠呼吸暂停症
（打鼾）;6.肥胖;7.经常久坐不动;
8. 过量饮酒、吸烟;9. 长期熬夜、
饮食作息不规律。因此，要控制
危险因素，预防心脏骤停，比如
积极治疗心脏疾病；控制好血
糖、血压、血脂；合理饮食；规律
睡眠；适度运动；戒烟戒酒；定期
体检。

市人民医院温馨提醒市民，
高危人群如果出现胸痛、气短、
疲乏、心悸等症状，请及时就医。

本报讯 日前，淮北矿工总
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再次为
一例重度冠心病患者完成体外循
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目
前，患者恢复良好，已康复出院。

患者张先生今年65岁，因活
动后胸闷、心悸、胸痛反复发作半
年有余，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前
一段时间，张先生的相关症状频
繁发作并且加重，并于9月10日
在家人的陪同下急诊入住淮北矿
工总医院心内科。经过冠脉造影
提示：患者左主干开口病变90%，
前降支近段病变狭窄80%—90%，
中 间 支 近 段 局 限 性 病 变 狭 窄
80%，回旋支细小其分支OM1局
限性病变 75%，右冠阶段性病变
狭窄50%-60%……患者供给心脏
的三根大血管都被堵住，已经严
重威胁着老人的生命。

看到患者病情紧急，医院立
即启动院内多学科会诊，心胸外
科、心内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
等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第一时

间对患者病情进行详细术前讨
论，决定为患者实施体外循环下
冠状动脉搭桥术。

时间就是生命！针对患者
术前心功能不全、冠脉多支病变
等病情，手术团队经过充分的术
前准备，历时 4 个小时完成手
术。其中，体外循环 58 分钟，升
主动脉阻断 40 分钟，桥血管通
畅，心肌恢复供血。术后第7日，
患者就已经康复出院，病人家属
还特地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据了解，心脏搭桥手术即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指当一条
或多条冠状动脉由于动脉粥样
硬化发生狭窄、阻塞导致供血
不足时，在冠状动脉狭窄的近
端和远端之间建立一条通道，
使血液绕过狭窄部位而到达远
端的手术。

淮北矿工总医院专家提醒
市民，当前正值秋季，天气转凉、
空气干燥，是心血管疾病高发季
节，要切实做好预防措施，膳食
均衡、荤素搭配，建立良好的作
息习惯，不要熬夜，适当户外运
动，保持情绪平稳。

市中医医院再推便民新举措
全市首家夜间门诊开诊

市人民医院两门诊患者心脏骤停
医护人员及时施救患者转危为安

淮北矿工总医院
心脏搭桥手术让患者重获健康

2020 年 12 月 24 日，安徽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
过修订后的《安徽省爱国卫生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新修
订后的《条例》自2021年3月1
日起施行。

一、《条例》出台背景和依
据

为进一步加强爱国卫生工
作，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推进健
康安徽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
合安徽省实际情况，制定此条
例。

二、《条例》修订的意义和
总体考虑

修订后的《条例》进一步
明确职责，确定以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社会动员，预防为
主、群防群治、科学治理、社会
监督为基本原则，鼓励单位和
个人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活动。

三、《条例》修改的主要内
容

（一）明确爱国卫生运动工
作要求。《条例》倡导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控制和
消除健康危害因素，提高城乡
居民健康素养为目的的社会

性、群众性卫生活动。明确个
人应当树立和践行对自己健康
负责的健康管理理念，提高健
康素养，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
习惯。

（二）加强公共卫生场所
管理。公共场所主管部门应
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强化公共
场所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重点
治理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建
筑工地、车站码头、校园周边、
集贸市场，小餐饮店等区域和
场所。

（三）开展生产和生活卫生
治理。一是保障饮用水安全，
加强饮用水质量监督以及饮用

水卫生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二
是加强生活垃圾的处理，加强
城乡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设施
建设，动员居民参与庭院卫生
整治和公益卫生活动，保持环
境卫生整洁。

（四）强化病媒生物防制。
明确单位、个人积极参与病媒
生物防制，单位要建立病媒生
物预防控制制度，配备预防控
制设施，做好日常性预防控制
工作。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应当组织开展病媒生物监测，
并将监测结果报告当地爱卫
会。

（五）开展吸烟危害控制。

倡导控制吸烟，减少吸烟对公
民健康的危害，规定明确禁止
吸烟的场所，开展控烟宣传教
育，创造良好的公共卫生环
境。

（六）加强监督管理。明确
爱国卫生监督考核采取行政部
门监督、专业监督、群众监督、
舆论监督相结合，定期检查与
随机抽查相结合，明察与暗访
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相关监督
制度。

（七）完善法律责任。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确定处罚标准，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

1.健康的意义是什么？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
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
活方式的意义是什么？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活动是全国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和健康中国行动推进
委员会共同倡导的活动，是进
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重要指示，推动全
社会践行健康强国理念，从源
头上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的具
体举措，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抓手。

3.怎么提升全民健康？
提升全民健康，需要政府、

社会、家庭、个人共同努力。每
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都应树立和践行对自己健
康负责的健康管理理念，主动

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
加强健康管理，形成符合自身
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

4. 怎么践行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生活方式？

讲文明；铸健康；守绿色；
重环保。

5. 我 们 应 该 怎 么“ 讲 文
明”？

树立文明卫生意识，养成
良好卫生习惯；学会正确洗手，
保持守卫生；注意开窗通风，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爱护公共环
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
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尊重他人
的健康权益；少聚集，隔一米；
注重咳嗽礼仪，提升文明素养；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倡导餐桌
文明，推广分餐公筷。

6. 我 们 应 该 怎 么“ 铸 健
康”？

自觉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合理膳食，食物多样；清淡饮
食，少油少盐少糖；不吃病死禽
畜，发现病死禽畜要及时报告；
生熟食品要分开，肉类煮熟煮

透后再吃；不食用野生动物；坚
持适量运动，保持健康体重；及
早戒烟，越早越好；远离二手
烟；少饮酒，不酗酒；重视心理
健康，保持平和心态；及时调节
负面情绪，积极乐观热爱生活；
生活规律，劳逸结合；看病网上
预约，减少医院滞留时间；定期
体检，及时就医。

7. 我 们 应 该 怎 么“ 守 绿
色”？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建设
清洁美丽家园；节约能源资源，
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自
觉践行绿色生活；积极参与社
区绿化美化，打造绿色整洁人
居环境。

8. 我 们 应 该 怎 么“ 重 环
保”？

推行垃圾分类，做到物尽
其用；选择绿色低碳出行，优先
步行、骑车或公共交通出行；增
强节约、生态、环保意识，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自觉做生态环
境的保护者、建设者；践行简约
适度生活，从细微处做起；珍惜

粮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保
护野生动植物，拒绝购买野生
动物制品；使用环保用品，减少
使用一次性用品。

9. 如何树立文明卫生意
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每个人都应该树立和践
行对自己健康负责的理念，同
时尊重他人的健康权利。每个
人都要树立文明卫生意识，养
成正确洗手、长通风、不随地吐
痰、不乱扔垃圾、不在公共场所
吸烟、保持社交安全距离、注重
咳嗽礼仪、科学佩戴口罩、定期
开展卫生大扫除等良好卫生习
惯，倡导餐桌文明，提倡分餐，
使用公勺公筷。

10.如何调节负面情绪？
心理健康问题可以通过调

节自身情绪和行为，向他人倾
诉、寻求情感交流，拨打专业心
理援助热线以及到精神心理卫
生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心理门
诊寻求专业人员帮助等方法解
决或应对。

11. 怎么自觉践行绿色生
活？

在生活中使用合格燃煤、
燃油，少烧散煤，少用含磷洗
涤剂，少燃放烟花爆竹，抵制
露天烧烤，减少油烟排放，不
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使用绿
色环保装修材料。增强节约
能源、节约资源、节约粮食的
意识，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做
到垃圾分类。

12.践行简约适度生活，怎
么从细微处做起？

公众应从日常生活中的
小事做起：选购耐用品，少购
买一次性用品；不跟风购买更
新换代快的电子产品；选择低
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
共交通出行；光线充足时尽量
不开室内灯，人走灯灭，及时
关闭电器电源；合理设定空调
温度，夏季不低于 26 摄氏度，
冬季不高于 20 摄氏度；一水
多用，节约用纸，按需点餐不
浪费；闲置物品改造利用或捐
赠等。

本报讯 “宝宝怎么这么
黄？会不会黄疸超标？”对新手
爸妈来说，新生儿黄疸是个难
以绕过的“坎”。今年9月中旬
起，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在
我市率先推出“互联网+远程
黄疸监测随访”服务，通过租赁
黄疸检测仪（全称是经皮胆红
素检测仪），家长即可自行为宝
宝检测黄疸，数据上传、在线咨

询、通知复查，一台仪器即可搞
定。

新生儿黄疸是大多数宝宝
都会出现的问题，由胆红素代
谢异常引起，分为生理性黄疸
和病理性黄疸，生理性黄疸基
本可自行消退，病理性黄疸需
根据病因进行针对性治疗。如
果病理性黄疸得不到及时治
疗，有可能引起胆红素脑病，该
病即使经过治疗也可能遗留牙
釉质发育不良、手足徐动、听力

障碍、眼球运动症等后遗症。
因此，胆红素水平的检测（即家
长们俗称的“测黄疸”），显得尤
为重要。

据介绍，黄疸高值多发生
在出院以后，一般足月宝宝或
者近足月宝宝出生后 2～3 天
出现黄疸，4～5 天到达高峰，
两周内逐渐消退；早产儿四周
内消退。新生儿出现黄疸，是
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要不
要照蓝光，都是让家长纠结的

问题。然而，孩子太小不适宜
出门不说，单是奔波往返、停
车、候诊就耗费不少精力，更不
用说挂号、测黄疸的花费了。

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负
责同志介绍，互联网+远程黄
疸监测随访服务开展以来，产
科出院的所有新生儿、有黄疸
高危患病因素黄染的患儿都可
以享受这项服务。截至目前，
已经有 30 多名宝宝已经或正
在使用此服务。经医生评估并

签定知情同意书，黄疸患儿家
长即可租赁黄疸检测仪并自行
在家中为宝宝检测黄疸。系统
自动记录检测结果并匹配胆红
素小时曲线，自动预警，提醒家
长进行线上问诊或直接就医；
医生端监测到数值超标也会及
时联系家长给予指导。及时通
知宝爸宝妈们带着宝宝来复
查，同时还可实时在线向医生
咨询，及时解决使用仪器中的
各项问题。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问答

市妇幼保健院推出互联网+远程黄疸监测随访服务

《安徽省爱国卫生条例》政策解读

9月26日，相山区三堤口街道卫计办邀请医务志愿者走上街头举行惠民义诊活动，现场为辖区居民测量血压、康复指导、

健康教育，提升公众防护意识和防护水平。 ■ 摄影 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郭素云惠民义诊送健康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李骏
实习生 宋晓晓

■ 记者 詹岩
通讯员 杨家运 顾娜

■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张娉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