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通讯员 郭应莉 宋西林）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 2周年，汝州市老
年体协、汝州市门协组织举办的202 1年全民健身、喜迎国庆“健康杯”
“洗耳杯”门球赛，于9月2 9日上午在市体育文化中心门球场落下帷
幕。

据悉，此次共有来自全市的27支门球代表队200余人参加。经过
两天85场的斗智斗勇，展示技艺的激烈角逐，工信局代表队技高一
筹，获得第一名，医女代表队获第二名；政协代表队、洗耳河街道代表

队荣获第三名。比赛期间，时逢连绵秋雨，为了赛事能够顺利进行，大

家都风雨无阻，提前到场，老年同志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热情高

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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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侯晓蕾 李书
纳）“俺妈这身体经不起折腾，不能出门，俺进城一趟也老不容易，

感谢你们心里还惦记着帮忙给俺妈上门换胃管，真不知道怎么谢谢

你们才好！”9月29日，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护士李书纳、刘晴
晴、郭瑞豪，利用下班时间上门给陵头镇西街村蔡某更换胃管时，蔡

某的儿子不住地感谢。

蔡某因身患脑梗塞、高血压，曾在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住

院治疗。治疗出院后，因吞咽功能恢复较差，需留置胃管常年流质饮

食，家属要求携带胃管回家。眼瞅着更换胃管的时间到了，这可难坏

了蔡某的家人。该院健康管理师回访时了解到患者的情况后，于9月
2 9日同科室的护理人员去患者家里及时为其更换了胃管，解除了患
者的燃眉之急。

在患者蔡某家里，医护人员洗手、消毒、准备物品、为患者充分评

估后，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为其开始更换胃管。操作结束后，医护人员

又向患者家属交代了留置胃管的注意事项及对患者进行了翻身等防

压工作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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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朵娇艳的鲜花，都有绿叶的衬

托；每一份成功的背后，也总有一群默

默付出的人。在市妇幼保健院稳步发展

的道路上，有这样一个团队，她们任劳

任怨，默默奉献，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

道她们的存在，但她们每天供应的无菌

诊疗器具，却是医院救死扶伤、守护健

康的有力保障。她们就是供应室的巾帼

天使们。

今年5月初，为了配合医院二甲创

建中的部分科室改造工作，供应室由老

院区搬至3公里外的新院区。原本就比

较繁重的下收下送工作，战线拉得更

长，流程也更加复杂了。作为供应室的

负责人，护士长黄汝光统筹安排工作，

设立了一个包装班、两个清洗班和一个

质检班，科室里的5名护士每天都有一

名轮休，而黄汝光自己负责的行政班，

却从来没有休息日。

每天早上8时许，急诊车从老院区

来到新院区，供应室的护士们把收送诊

疗器具的洁车和污车抬到急诊车上，匆

匆赶往老院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负

责回收昨天用过的可复用医疗器具，一

路负责发放已经灭菌消毒过的医疗器

具。再返回新院区供应室时，已经是上

午1 0时许。护士们开始将回收的医疗器

具分类、清洗、消毒、干燥、检查保养、包

装、灭菌，最后进行储存，便于第二天送

往老院区使用。整个操作流程要求高、

耗时长，工作量大，加班加点已经成为

常态，中午经常都是在单位点个外卖凑

合一顿。每天收送的诊疗器具重量最重

达500斤，平日里温柔娇小的女同志，搬

运装卸都是铆足了劲，再加上急诊科司

机的热情援手，供应任务圆满完成。但

一直以来，在刮风下雨、冷热交替中奔

波忙碌的酸甜苦辣，只有她们自己最清

楚。

供应责任重如山。一天早晨6时许，

黄汝光接到了妇外科的电话，一孕妇宫

外孕情况紧急，需要急诊手术，请供应

室尽快将低温灭菌诊疗器具送过去。黄

汝光立即通知了清洗二班当班护士鲁

沙沙。为了赶时间，平时骑电动车上班

的鲁沙沙，特意让丈夫开车送自己到新

院区供应室，快速收拾好宫外孕急诊手

术需要的低温灭菌诊疗器具，又让丈夫

开车送自己赶往老院区，及时将低温灭

菌诊疗器具送到妇外科，保障了手术顺

利进行。

实干苦干还要加上巧干。每天都要

收送三四百斤重的诊疗器具，虽然很累

很苦，但供应室的女同志们都坚持了下

来。细心的黄汝光发现，往急诊车上装

卸洁车和污车的时候，大家都很吃力。

如何能让大家省点儿劲，还能提高工作

效率呢？黄汝光经过一番琢磨，和急诊

科司机们商量后，决定在车厢后边配置

一个滑道。想到就干，干就干好。急诊科

司机翟晓东跑了好几个地方，找人设计

制作了一个可以折叠的滑道，安装在车

厢后边。实践证明，通过滑道往急诊车

上装卸洁车和污车，确实轻松了许多。

在供应室护士们的心里，保障供应

是头等大事，肩负着患者生命的依托和

责任，即使是加班加点也无怨无悔。上

个月，供应室的灭菌锅出了故障，需要

更换安全阀，但配套专用的安全阀需要

从山东发货，三天后才能到家。为了保

障医院正常诊疗需要，黄汝光联系协调

后，将需要灭菌的器具送往其他医院代

为灭菌，但是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轮

到。那三天值班的护士马俊晓、和家乐、

鲁沙沙，每天都要等到很晚，最后还要

把灭菌好的诊疗器具直接送到老院区，

待回到家时都晚上8点了，但她们都没

有一句怨言……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在举国欢庆的国庆假日里，有的人游山玩水，有的人朋友聚

会，有的人宅个痛快……而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越是假期，

这里越是“热闹非凡”。论惊心，这里堪比“过山车”；论人流量，这

里堪比“5A 级景区”，因为这里是一个与时间赛跑、与死神博弈的
地方。

“今年的国庆长假，我们不仅要做好对患者的救护，更要做好

疫情防控。”在节前科室动员会上，急危重症医学中心主任魏殷厚

一再强调，“节假日的到来，只会让科室的就诊压力更大，所以大家

必须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绷紧神经、随时待命，以最好的状态

迎接所有的挑战。”

9月30日，为庆祝祖国华诞，急危重症医学中心医护人员也在
用自己的方式迎接国庆的到来。他们用一排排鲜艳的五星红旗，装

点着急诊大厅以及病区走廊（如上图），“急救蓝”映衬着那飘扬的

“中国红”，仿佛在诉说着急诊医护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1 0月1日晚交班后，急诊科抢救区便开始了“轮番轰炸”。2 0：56，接诊
一名昏迷患者，持续呕吐，主任魏殷厚、护理组长赵丁丁忙而不乱

地指挥着值班医护，熟练地清除分泌物、行气管插管术，稳定患者

病情；23 : 4 0，又接诊一名昏迷患者，血压268/1 7 9，硝普钠泵入准备，
气管插管准备；1 0月2日凌晨03：20，接诊一名急性喉炎患儿，气道
梗塞，有明显三凹症出现，立即紧急处置，减轻喉部组织水肿情况，

急请儿科会诊；05 : 20，接诊一名呼吸衰竭患者，患者大汗淋漓，氧
饱和度低至53 %，行气管插管术……

这夜晚跨越凌晨的9个小时，仅仅是一段急救片段的展开，这
样的惊心动魄，时时刻刻都在急诊科上演着。

1 0月1 日- 3日上午8时，急诊科分诊量不断在刷新着纪录，日均
分诊量高达2 00人次，处理创伤患者68人次，急危患者核酸采集1 97
人次，抢救危重患者6人次。除此之外，急诊科医务人员还承担着疫
苗保障、风穴寺安全保障等工作。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以同样的姿态迎接着同样的忙碌……

这就是急诊人的国庆节，他们也享受着“过山车”版的惊险刺

激，也体验着“5A 级景区”般的热闹非凡，然而他们的惊险，是与死
神的博弈；他们的热闹，是对职业的坚守。他们用平凡却又充满意

义的方式，为祖国母亲庆生；他们用始终如一的默默守护，成全了

千家万户的安康与幸福。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比干劲不让须眉 保供应风雨无阻
———记市妇幼保健院供应室护士团队

急诊人的国庆假日

上门 服务 换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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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秋季防病 从化“积”开始

一场秋雨一场寒，本周气温骤降，让

人们明显感到了凉意。俗话说，换季时

小孩要比成人多穿一件衣服，做好早晚

时段的保暖很重要。儿童秋季常见病有

哪些？该怎么防治？新手爸妈又有怎样

的照顾误区呢？

儿童易患感冒 轻症不容忽视

从中医来看，秋季感冒的病因是“燥

邪”，出伏后气候快速变干燥，人体黏膜

也跟着变干燥，抵抗力下降使得人们更

易患病。儿童年纪越小体内越湿润，因

而受燥邪的影响越大、越明显。另外，中

医讲儿童是“纯阳之体”“体内三把火”，

阳气十分旺盛，所以更容易在干燥的天

气里上火，再一受凉可能就感冒了。

相比成人，儿童感冒的病情变化快，

从轻到重的时间短，可能早上只是打了

一个喷嚏，下午就开始发烧了，因此家

长应多加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变

化，及时就医，不可掉以轻心。

小孩精力旺盛，且不会准确描述自

己哪里不舒服，尤其一些学龄前儿童发

烧38度、39度，还活蹦乱跳的，这时新手

爸妈就要格外留心了，不能看孩子精神

头足、气色好就认为小病不用管。感冒

虽是小病，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可能会引

起一些并发症和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因

此家长应对儿童感冒、儿童发热等“小

病”给予足够的重视。

另外，感冒的孩子应注意及时补充

水分，以免脱水使病情加重，同时儿童脾

胃较弱，积食容易引起脏腑内热，因此饮

食上应忌大鱼大肉，多吃一些清淡的食

物为佳。

儿童脾胃较弱 小心秋季腹泻

秋季腹泻也是儿童秋季常见病之

一。入秋后，有儿童的家庭应格外注意

饮食卫生和营养摄入，多吃一些容易消

化的食物。孩子脾胃较弱，最好只吃七

成饱，减少脾胃的负担。随着天气的转

凉，还需看住孩子不再吃冷饮。

我国北方有着“贴秋膘”的习俗，不

少家庭都会在秋冬季节里给孩子做大鱼

大肉补一补，认为这样可以增强体质。

然而，这实际上是个误区。

在过去，冬季里人们能够吃到的食

物种类有限，因此才需要通过“补一补”

来增强抵抗力。而在食物种类丰富、营

养充足的今天，让孩子保持营养均衡的

饮食才是正确的做法，忽然更换食谱或

增加食量，都会让孩子脾胃的负担加重，

更容易患上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

如果孩子患上了秋季腹泻，应及时

就医，并以调养为主，多喝水以防脱水，

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调养个 1 至2周就

能痊愈。如果孩子在秋季食欲不振，也

可遵医嘱服用一些开胃醒脾的药品，帮

助孩子调理脾胃。

另外，营养不良不只指营养不足，营

养过剩、营养摄入失衡也属于营养不良。

现在饮食上不科学又缺乏运动的“小胖

子”很多，他们更容易在换季时生病。有

儿童的家庭最好能在每日三餐中都保持

营养均衡的科学饮食，让孩子从小养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并在日常生活中学习

健康营养知识。

儿童过敏难防 注意及时就医

父母有过敏性鼻炎，孩子也容易中

招？实际上被遗传的是易过敏体质，而

不一定是相同的过敏原，也就是说如果

父母对花粉过敏，孩子也会是易过敏体

质，但不一定对花粉过敏，也可能出现其

他过敏原。

过敏是无法预防的，易过敏体质的

人可能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过敏，因此

最重要的是在出现过敏症状时及时就

医，明确过敏原，获得有效的治疗。

如果儿童曾在生病就医时用过抗生

素，肠道菌群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而更

容易对外界过敏，在日常饮食中适量补

充一些益生菌，则有助于改善易过敏体

质。

儿童用药和成人用药有什么区别？

不少家长习惯冲半袋板蓝根或感冒

冲剂给感冒的孩子喝，这样到底对不对

呢？不同于西药对儿童和成人有着严格

的区分，中成药对此的界限比较宽松，服

用小剂量的成人感冒药也是可以的，但

还是建议带孩子就医，不要轻易使用成

人药，对症下药才能好得快。

那么问题来了，都是用来治疗感冒

的，儿童用药和成人用药到底有着怎样

的区别呢？

一是儿童用药口感相对好些，孩子

更容易入口；二是儿童感冒不少是由于

积食引起脏腑内热、再外感病邪而引发

的，因此消食化积是关键，儿童感冒用药

中多加入了调理脾胃的成分，通过清内

热而治疗儿童感冒。

来源：人民网

认真处理回收的医疗器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