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20日上午袁宿迁市医疗
保障局党组书记尧局长葛翔宇一
行来院调研按病种分值付费
渊DIP冤改革实施情况袁副县长范
以环尧 县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尧
局长刘志义及我院院长尧党委书
记周业庭等陪同调研遥

我院分别从医院基本情况尧
医保管理尧DIP实施尧 存在问题
及建议以及下一步工作方向等

方面做了专题汇报遥
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副处

长王波通报了我院在实施 DIP
过程中主动参与尧 措施有力尧成
效明显遥下一步要在进一步提高
医疗技术和医疗质量的前提下
合理控制医疗费用袁提高医保资
金使用效率遥

市医保局副局长刘岩指出院
我市医保付费方式改革还在探

索阶段袁医院要充分利用协商谈
判机制袁及时反映实际操作中存
在的问题袁医保部门会主动为定
点医院排忧解难袁更好地为参保
人员服务遥

葛翔宇高度肯定我院在医
保管理工作中所发挥的模范带
头作用袁特别是按病种分值付费
渊DIP冤改革实施过程中认识最到
位尧决心最大尧部门作用发挥最
充分尧改革最彻底尧执行效果最
好遥 葛翔宇要求袁沭阳县人民医
院要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发现问
题尧 研究问题和提供合理化建
议袁不断积累和总结一些好的做
法袁并将好的经验在全市进行交
流和推广遥宿迁是全国首批正式
启动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实际付
费的试点城市袁各级定点医院要
切实抓好抓实医疗野三合理冶袁不
断提高医疗质量和医院精细化
管理水平袁 降低老百姓就医负
担袁提高参保人员满意度遥

(文/宋 謇 图/章 姝)

宿迁市医疗保障局来我院
调研按病种分值付费（DIP）工作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袁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
垒遥8月 4日下午袁沭阳县人
民医院正在南京江宁区参
加抗疫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书记谢青听闻当前
扬州疫情防控工
作已经到了最
吃紧尧 最关键
的时刻袁代表
全体成员再
次请战扬州遥

在这个团
队中袁 共有中共
党员 7名袁其余大
多数都是还没成家
的孩子袁是 00后曰
还有的家中有
幼小的孩童 尧
有年迈的 父
母袁 然而在疫
情面前袁 没有
人退缩袁 她们
舍小家为大家袁
在抗击疫情中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野沭医人冶
的家国情怀曰 在写下请战书
的那一刻袁 她们就决定战斗
到疫情结束的那天袁 她们将
义无反顾袁 投身于新的 野战
役冶袁凝聚起同心同德尧共克
时艰的力量遥

疫情就是命令袁 按照上
级部署和要求袁7月 29日上
午袁我院 30名医护人员迅速

组成核酸采样医疗队袁 奔赴
南京支援江宁区开展工作遥

7月 30日清晨袁麒麟中
心小学的核酸采集点袁我院
核酸采集医疗队的全体人

员已经做好准备工
作 袁 在高度紧张
的状态下进行核
酸采样工作遥

野头抬起
来袁嘴巴张开袁
啊噎噎可能会
有点不舒服袁但
我会尽量动作轻
柔袁请您坚持一下袁
好吗钥 冶噎噎噎一天
几万人次的采集袁
一刻不停工作
到凌晨 12点遥
当她们脱下
厚厚的防护
服袁里面的工
作服已经全部
湿透 袁 就算这

样袁队员们没有一
个人喊累尧没有一个人

喊停尧没有一个人退缩遥
不论酷暑袁 不畏艰难袁

坚守在抗疫岗位上的沭医
人袁你们努力的样子袁都会
随着这场战役被记载袁你们
是一道最美的风景线浴 加
油袁每一个沭医人浴加油袁南
京浴 加油浴 扬州浴

(文/陈 伟 图/刘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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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2日上午袁 副市长薛启书来我院

调研疫情防控工作遥 市卫健委党委书记尧主
任尧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岩尧县委书记彭
伟尧副县长范以环尧县卫健局党委书记尧局
长周铭敏尧我院党委书记尧院长周业庭及相
关科室负责人陪同参加调研遥

调研期间袁 薛启书一行深入
门诊调研疫情防控袁 询问工作人
员疫情防控和个人卫生防护的怎
么样袁 并听取了周业庭关于我院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遥
薛启书强调袁 要把疫情防控

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袁进一步夯实责任袁抓好工作落
实袁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防线遥 要严
格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疫情防控的
部署要求袁 做好核酸检测采样和

集中隔离规范管理袁加强医护值守人员个人
防护袁确保核酸检测高效有序尧集中隔离安
全运行遥 要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袁时刻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袁 做细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袁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遥 渊文图/薛宇坤冤

副市长薛启书来我院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8月 2日晚袁县委副书记尧代
县长王瑞以野四不两直冶方式来
到沭阳县人民医院检查疫情防
控工作袁 并重点查看发热门诊袁
了解我院核酸检测能力遥副县长
范以环及政府办尧卫健局负责同
志参加活动遥

王瑞强调袁疫情防控容不得
丝毫松懈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意识袁深刻认识本轮疫

情的新特点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袁结合县域
特点不折不扣落实 野四方责任冶
等各项防控措施袁 以最大决心尧
最严措施袁最大限度织密织牢疫
情防控野安全网冶袁全面落实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袁全力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遥王瑞详细了解
我院核酸检测能力情况袁 他指
出袁要进一步加强临床检验实验

室建设袁在 8月 6日前完成核酸
检测能力达到 10万人次/日袁为
全县疫情防控大局作出更大贡
献遥

会办结束后袁 党委书记尧院
长周业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袁布
置落实县委尧县政府最新防控任
务遥 提出医院要野不讲条件冶尧野不
计代价冶 保证按时完成县委尧县
政府交办的任务遥 现场确定了核
酸检测实验室扩建方案袁并联系
了核酸检测设备供货单位袁将厂
家第二天准备发往外省的 PCR
扩增仪及核酸提取仪以现金提
货方式野截留冶下来遥 会议结束
后袁周业庭又到检验学部确定实
验室改造方案袁召集施工单位工
人连夜开始施工袁确保在 2个工
作日内完成改造工程遥

8月 4日凌晨袁 所有核酸检
测设备运送至我院袁 并于 8月 5
日全部安装调试到位遥 目前袁我
院实验室完全具备 10 万人次/
日核酸检测能力袁为筑牢我县疫
情防控打下坚实防线遥

(文/汪 思 图/薛宇坤)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县长夜访发热门诊 院长紧急部署落实
野沭医人冶再请战

让青春在抗疫一线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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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都知道袁 备孕时
要吃叶酸预防胎儿神经管畸
形遥 但你知道怎样吃才能达到
更好的预防效果吗钥首先袁我们
一起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叶酸遥

叶酸是什么？
叶酸是一种水溶性 B族维

生素袁 在体内以四氢叶酸的形
式发挥作用遥 叶酸能协助蛋白
质的代谢袁 并与维生素 B12共
同促进红细胞的生成和成熟袁
是制造血红蛋白不可缺少的物
质遥 叶酸在细胞的分裂生长及
核酸尧氨基酸尧蛋白质的合成方
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人体
缺少叶酸可导致血红蛋白的异
常尧未成熟细胞的增加尧贫血及
红细胞减少遥

正常女性体内的叶酸是足
够自身代谢用的袁 但是孕妇对

于叶酸的需求量比非孕期高 4
倍遥 叶酸是胎儿生长发育不可
缺少的营养素遥 孕妇缺乏叶酸
有可能导致胎儿出生时出现低
体重尧唇腭裂尧心脏缺陷等遥 如
果在妊娠早期缺乏叶酸袁 可引
起胎儿神经管发育缺陷袁 从而
导致畸形袁包括无脑儿尧脊柱裂
等袁还可能引起自然流产遥 到妊
娠中晚期袁 叶酸缺乏除了可以
影响胎儿生长发育外袁 母体血
容量尧乳房尧胎盘等的改变都需
要大量的叶酸遥 若叶酸不足袁孕
妇易发生胎盘早剥尧 妊娠高血
压综合征尧巨幼细胞贫血曰胎儿
易发生宫内发育迟缓尧 早产和
低出生体重儿遥 这样的胎儿出
生后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发育也
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遥

看到这里袁你是不是觉得袁

既然叶酸缺乏有这么多弊端袁
那就多补充点不就好了钥 其实袁
叶酸补充过多也不是好事遥 因
为过多的非活性叶酸会在体内
堆积袁 使体内免疫系统中重要
的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活
性大大降低袁 导致机体感染或
患肿瘤的风险增加遥

如何吃叶酸才正确？
根据 2017 年针对围孕期

妇女增补叶酸的指南院
(1) 无高危因素的妇女院建

议从可能妊娠或妊娠前至少 3
个月开始袁 每天增补 0.4mg或
0.8mg 叶酸袁 直至妊娠满 3 个
月遥

(2)有神经管缺陷生育史的
妇女院 建议从可能妊娠或妊娠
前至少 1个月开始袁 每日增补
4mg叶酸袁直至妊娠满 3个月遥
鉴于国内没有 4mg 而有 5mg
叶酸剂型袁 亦可每天增补 5mg
叶酸遥

(3)夫妻一方患神经管缺陷
或既往有神经管缺陷生育史的
妇女院 建议从可能妊娠或妊娠
前至少 1个月开始袁 每天增补
4mg叶酸袁直至妊娠满 3个月遥
鉴于国内没有 4mg 而有 5mg
叶酸剂型袁 亦可每天增补 5mg
叶酸遥

(4)患先天脑积水尧先天性
心脏病尧唇腭裂尧肢体缺陷尧泌

尿系统缺陷袁 抑或有上述缺陷
家族史袁或一尧二级直系家属中
有神经管缺陷生育史的妇女院
建议从可能妊娠或妊娠前至少
3个月开始袁每天增补 0.8耀1mg
叶酸袁直至妊娠满 3个月遥

(5)患糖尿病尧肥胖或癫痫
的妇女院 建议从可能妊娠或妊
娠前至少 3个月开始袁 每天增
补 0.8耀1mg叶酸袁直至妊娠满 3
个月遥

(6)正在服用增加胎儿神经
管缺陷风险药物的妇女院 正在
服用卡马西平尧丙戊酸尧苯妥英
钠尧扑米酮尧苯巴比妥尧二甲双
胍尧甲氨蝶呤尧柳氮磺胺吡啶尧
氨苯蝶呤等药物的妇女袁 建议
从可能妊娠或妊娠前至少 3个
月开始袁 每天增补 0.8耀1mg叶
酸袁直至妊娠满 3个月遥

(7)患胃肠道吸收不良性疾
病的妇女院 建议从可能妊娠或
妊娠前至少 3个月开始袁 每天
增补 0.8~1mg叶酸袁 直至妊娠
满 3个月遥

以下情况可以酌情增加补
充剂量或者延长时间院 淤居住
在北方袁尤其是北方农村曰于饮
食中蔬菜和水果食用量小曰盂
血液中叶酸水平低曰榆 MTH鄄
FR667 位点为 TT 型曰 虞备孕
时间短遥

对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的妇女袁 建议每天增补至少
5mg叶酸袁 直至血液中同型半
胱氨酸水平降至正常后再考虑
受孕袁 且每天增补 5mg叶酸直
至妊娠满 3个月遥

细心的你肯定发现了袁刚
才提到的 MTHFR667 位点为
TT 型时需要增加叶酸补充量
或延长叶酸补充时间袁那么袁怎
么知道自己的 MTHFR667 位
点是不是正常呢钥

很简单袁 就是抽血化验检
查 MTHFR 基因遥 MTHFR 是
指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袁摄
入的叶酸要想被身体利用需要
经过几个环节的转换袁 而其中
MTHFR 是转换过程中的一个
关键酶遥 叶酸在体内利用的程
度主要取决于该酶的活性袁而
该 酶 的 活 性 取 决 于 基 因
C677T遥 若此基因有缺陷 袁
MTHFR 活性降低袁 叶酸转化
成有活性的 5-甲基四氢叶酸
就少遥 基因正常袁MTHFR可以
把大部分摄入的叶酸转换成
5-甲基四氢叶酸遥

建议备孕期的你除了正确
补充叶酸袁 也要多食用富含叶
酸的食物袁 如绿叶蔬菜和新鲜
水果遥 同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袁保持合理的体重袁采取综合
措施袁 降低胎儿神经管缺陷风
险遥 渊李付凤冤

很多人没有失眠过袁一直
都睡的很好袁很难体会到失眠
人的痛苦袁 那种翻来覆去袁辗
转反侧袁 却头脑异常清醒袁难
以入睡的感觉真不是什么好
滋味遥

一夜接着一夜袁 越想睡袁
越睡不着袁 非常紧张害怕袁担
心自己会崩溃遥 白天头昏头
晕袁精神萎靡不振袁注意力不
集中袁记忆力差袁反应迟钝袁面
色苍白憔悴遥

出现失眠以及睡
眠质量差可能是
疾病因素造成
的袁 也有可能
是环境因素袁
精神因素引
起的袁 使用
正确安神助
眠方法很多袁
下面袁 让沭医
君为大家推荐
可以通过饮食方法
提高睡眠质量遥

1. 杏仁 它的营养元素非
常丰富袁 褪黑激素含量丰富袁
而且还含有镁元素袁睡觉之前
适当吃一些就很适合袁能让睡
眠质量有所提高遥

2. 猕猴桃 这种水果很多
人都非常喜欢袁 睡觉前一小
时吃一些就可以提高睡眠质
量袁 它里面胡萝卜素袁 维生
素 c 含量丰富袁 是一种很好
的抗氧化剂袁是睡眠质量提高

的主要原因遥
3. 樱桃 味道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吃袁而且里面含有褪黑
激素袁 能让睡眠质量得到改
善袁可以调节生物钟袁让睡眠
质量提高遥

4. 高脂肪鱼类 鱼的种类
有很多袁像金枪鱼袁鲑鱼等脂
肪含量丰富袁含有维生素 D以
及欧米伽三脂肪酸袁让血清素
增加袁促进大脑健康袁每一个
礼拜至少要吃三次鲑鱼袁能快

速进入睡眠状态遥
5. 核桃 它里

面的纤维素含
量丰富袁 是比
较常见的浆
果袁让睡眠质
量得到改善袁
色氨酸含量
丰富袁 可以调
节睡眠质量袁而
且它里面所含有

的脂肪酸组合也能
让睡眠质量变得更好遥
想要提高睡眠质量院睡觉

之前也要注意调整好睡姿袁改
善睡眠环境袁多吃可以促进睡
眠的食物袁像乳制品袁百香果
等都非常不错袁睡觉前一两个
小时吃就非常适合遥

沭医君友情提醒您院如果
通过一个阶段食物调整睡眠
质量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袁请
及时到医院看医生遥

渊尤红会冤

近期袁 我院营养科接到县
卫健局委派任务袁 为正在隔离
的援宁抗疫医疗队制定营养
餐遥 我们的营养师针对医疗队
医护人员的情况进行了营养风
险评估袁 并定制了一份营养菜
谱袁 下面沭医君就给大家分享
一下这份野疫冶后幸福菜谱遥

沭医君提醒大家袁 疫情期
间袁除了戴好口罩尧做好防护袁
饮食也要格外注意袁 保证营养
摄入袁才能有效增强免疫力遥

为了让大家吃得健康安
心袁 不妨来看一看这份疫情期
间的膳食指南遥 参照中国营养
学会发布的 叶新冠肺炎防控期
间营养膳食指导曳袁 开出营养
野处方冶遥

一、健康人群营养膳食指导
1.食物多样是关键
食物多样是平衡膳食的关

键袁 多种多样的食物才能满足
人体的营养需要遥

2.谷类为主很重要
谷类为主是平衡膳食的重

要特征遥 每餐都注意适量选择
全谷物尧杂豆类和薯芋类食物遥

3.多吃蔬果、奶类、大豆
做到餐餐有蔬菜袁 天天吃

水果遥多选深色蔬果袁不以果汁
代替鲜果遥 尽量多进食奶及其
制品袁特别是酸奶遥经常吃豆制
品和适量的坚果遥

4.适量吃鱼、禽、蛋、瘦肉
动物性食物摄入要适量袁

煮熟煮透很关键袁少吃肥肉尧烟
熏 和腌制肉制品遥坚决杜绝食
用野生动物遥

5.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清淡饮食袁少盐尧油尧糖遥成

年人每天最少喝 1500~1700mL
的白开水和茶水都很好袁 成人
少饮酒袁儿童孕妇不饮酒遥建议
每天精制糖分摄入量不超过
50g袁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袁 少
吃甜食遥

6.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在家也要坚持运动尧 保持

健康体重遥食不过量袁不暴饮暴
食袁 控制总能量摄入袁 保持能
量平衡遥减少久坐时间袁每小时
起来动一动遥

沭医君特别提醒：这里还
有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人群遥

1. 老年人 老年人免疫功
能减弱袁 是新冠肺炎高危易感
人群袁更要重视食养食补遥主动
少量多次喝水袁饮食宜清淡袁食
物要细软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袁
适当增加全谷物尧 薯类等食物
摄入袁 尽量保证每天足量的蛋
奶制品尧豆制品和鱼虾的摄入遥

2.孕妇与哺乳期妈妈 孕妇
和哺乳期妈妈渊乳母冤保持食物
品种较丰富袁做好食物 总量和
身体活动量的平衡袁野不要饿成
瘦子袁也不要吃成胖子冶遥 同时
也要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哟浴

3. 六岁以下儿童 儿童是
特定人群也是脆弱群体, 应注
意结合孩子年龄特点袁 尽量克
服饮食习惯干扰袁 针对性做好
营养膳食安排遥

母乳富含免疫调节物质袁
对提高儿童抵御病毒能力有很
大帮助遥一般两周岁以前袁尤其
是 6 月龄内婴幼儿均建议继
续给予母乳喂养遥 对于无感染
或无疑似感染袁 以及没有医学
观察要求的家庭袁 请遵循已有
的母乳喂养建议袁 建议补充维
生素 D和维生素 A遥 渊宁紫巍冤

备孕期如何正确补充叶酸？

叮浴 请收下这份野抗疫冶饮食指南浴 关于失眠
这些食物有助提高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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沭阳县人民医院
专家门诊时间

神经内科
星期一 王 英
星期二 王光胜
星期三 鲍俊杰
星期四 王元伟
星期五 顾汉沛

心内科
星期一 吴开霞
星期二 吴开霞(上午)
星期三 高新春(上午)
星期四 葛恒松(上午)
星期五 葛恒松(上午)

肿瘤科
星期一 蒋伯刚
星期二 孙立柱(上午)
星期三 王之霞
星期四 徐宜全
星期五 李 伟
星期六 李莹莹(下午)

血液病科
星期二 章海燕
星期五 章海燕
消化内科

星期一 吴 群
星期三 王加斌
星期五 徐正元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星期一 卢立国
星期二 严明月(下午)
星期四 叶隆昌

感染病科
星期三 陈 民
星期四 汤茂刚

儿 科
星期一 薛 洁
星期二 周 红
星期三 张 敏
星期四 薛 洁
星期五 蔡金娥
星期六 金 月
星期日 周 红

妇 科
星期一 董 艳 胡芬芳
星期二 刘爱玲 胡芬芳
星期三 董 艳 胡芬芳
星期四 张松英 胡芬芳
星期五 赵丹玲 胡芬芳

产 科
星期一 季印华
星期二 汤同会
星期三 陈晓超
星期五 季印华
骨 科

星期一 鲍恩虎
星期二 乙 军(上午)
星期三 张成亮
星期四 吴 勇
星期五 黄林海
星期六 周劲松(上午)

普外科
星期一 叶 松
星期二 徐本文
星期三 丁 辉渊上午冤

王丰强渊下午冤
星期四 孙强虎
星期五 张立飞
星期六 葛荣忠渊上午冤
星期日 陈 彦

眼 科
星期一 仲跻飞
星期二 陆婷婷
星期三 王 亮

皮肤科
星期一 陈启红
星期四 陈启红
肿瘤介入科

星期二 谭建平
疼痛科

星期一 石教辉
星期二 汪 涛
星期五 石教辉

麻醉科
星期二 汪 涛
生殖医学科

星期一 葛志娟
星期二 周东霞
星期三 庄朝辉
星期四 张力敏

范建华
星期五 葛志娟(上午)
星期六 庄朝辉(上午)

内分泌科
星期一 陈慧芹
星期二 张前进
星期三 陈慧芹
星期五 张前进(上午)
注院 暂不开设专家

门诊的专科有院 神经外
科尧肛肠科尧胸心外科尧
烧伤整形科尧口腔科尧耳
鼻喉科尧 中医科尧 肾内
科尧风湿科遥

http://www.shyyy.com/


近日袁 我院的门诊大厅引
进了两名特殊的新员工院 一台
测体温机器人和一台消毒机器
人遥

 看袁它正忙着为就诊患者监
测体温袁通过红外测量技术和人
脸识别技术袁一秒钟就能测出患

者体温袁 并显示在机器人屏幕
上袁同时它还可自动追踪抓取多
个发热人员袁对体温异常患者它
会语音提示野体温异常冶袁对没带
口罩的患者袁它会语音提醒野请
戴上口罩冶遥

 现场体验的一名就诊患者

说院野人工测量体温有时要测几
次才能读出数袁相比之下机器人
效率要高很多遥 同时袁机器人测
量体温有新鲜感袁这会让更多人
主动来体验遥 冶

 消毒机器人的本领也不小袁
它不仅能对医疗环境进行有效
的消毒袁而且能够通过自带的激
光雷达和双目视觉灵巧躲避行
人和障碍物袁记忆医院的位置分
布袁只需告诉它目的地就能自动
前往袁哪怕是在漆黑的夜晚也不
影响正常工作遥

 为做好疫情防控尧减少医院
门诊大厅的感控风险袁在采取测
温尧扫码尧一米线等候尧一医一患
一诊室尧间隔落坐尧住院患者固
定陪护和定期测核酸等多项防
控措施的同时袁充分利用现代科
技成果袁 积极引入智能设施袁打
造安全放心的就医环境袁构筑更
强疫情感控防线遥

(文/陈 红 图/薛宇坤)

智能机器人 助力智慧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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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医师节来临之
际袁我院叶松尧张前进尧徐小国
被市卫健委授予 野市优秀医
师冶袁葛恒松尧金月尧汤德尧王之
霞尧王元伟尧葛文杰尧王加斌尧周
东霞尧杨丽尧周金亚尧周利生渊贤
官新城分院冤11名医师获 野县
优秀医师冶袁沭医君在这里向奋
战在临床一线的野战士们冶表示
热烈的祝贺!

为庆祝中国医师节袁近日袁
我院举办系列活动袁 包括优秀
病历评选活动尧技能培训尧理论
考核尧青年医师技能比赛等遥

8月 19日是第四个野中国
医师节冶袁但沭医的医务人员仍
坚守岗位袁默默守护居民健康遥
下面袁 让我们走进沭医看看美
丽的医护们噎噎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袁我院积极响应县委尧县政府
号召袁 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
工作和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袁
在县级医院率先开展核酸检
测袁改造发热门诊袁建设负压病
房袁 广大医务人员挺身而出主
动参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袁为
防止新冠肺炎在本地区发生尧

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抗疫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袁
生动诠释了野生命至上尧举国同
心尧舍身忘死尧尊重科学尧命运
与共冶的伟大抗疫精神遥沭阳县
人民医院的全体医务人员将秉
承医者仁心尧强化使命担当袁继
续做好守护全县人民健康的忠
诚卫士遥

向全体医师致敬袁 向最可
爱的人尧 向曾用生命守护生命
的医者道一声院谢谢浴

祝所有医师节日快乐浴
(蔡晓娟)

责任重于泰山袁 生命
高于一切遥 新冠疫情发生
后袁 沭阳县人民医院医务
人员主动请战袁 舍小家顾
大家袁 全部参加一线防控
工作遥 先后选拔 12名医护
人员参加县隔离点初期建
设与管理尧赴县捷丰酒店尧
智慧大酒店隔离点参加防
控工作袁2名男护士支援昆
山进行隔离人员转运工
作尧 30名护理人员支援南
京袁15 天时间出色完成了
63699 份核酸采集任务
噎噎而留在后方的医护人
员也承担着全院的疫情防
控任务遥

近期袁 为保证全力做
好医疗救治任务袁 医院组
建医疗救治第一梯队袁共
有 86名医务人员组成袁其
中护理骨干 58名遥 医院再
次进行了相关专业知识培

训袁 确保医疗救治梯队能
打硬仗尧打胜仗遥

护理部和院感科制定
了为期 2 周的培训计划袁
培训内容包括最新版 叶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曳尧叶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曳尧防
护用品的正确使用尧 呼吸
机及除颤仪的操作方法
等袁 并分组进行防护用品
穿脱练习等遥 培训结束后
对每项操作进行逐一考
核袁确保人人过关遥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中袁
全体医务人员牢固树立野疫
情就是命令袁 防控就是责
任冶的观念袁冲锋在前尧临危
不惧尧敢于担当袁在与新冠
肺炎斗争的战役中袁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浴

(文/陈 伟 图/章 姝)

出发袁再出发要要要
行动是她们最好的回

答浴
8月 21日晚袁 沭阳县

卫健局紧急部署袁 扬州急
需血液净化专业护士袁为
血透患者打开生命通道遥

我院血透室护士周倩
主动请缨 袁 这位年轻的
野90后冶 说院野在疫情面前袁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袁
我会带着抗疫必胜的决心
和使命袁 参与扬州抗疫工
作袁这是我的荣耀袁也是沭
医人的使命冶浴 周倩曾于
2019年在江苏省人民医院
血液净化中心进修袁 此次
出征袁 也是医院对她业务
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充分肯
定遥

8月 22日 8时袁 沭阳

县野支援扬州冶医疗队一行
4人集结出征袁县卫健局医
政科科长何建成尧 我院党
委副书记尧副院长朱宝林尧
护理部主任胡小艳等为医
疗队送行遥 朱宝林副院长
再三嘱咐她要做好防护工
作袁 体现我县血透护理人
员的专业素质袁团结一心袁
互相协作袁 圆满完成组织
交给的工作任务遥

今年新冠疫情发生
后袁 沭阳县人民医院医务
人员主动请战袁舍小家尧顾
大家袁选拔 30 名护理人员
支援南京袁15 天时间出色
完成了 63699 份核酸采集
任务遥

我们期待着要要要疫情
尽早结束浴 英雄平安归来!

(文/陈 伟 图/张 强)

百年华诞同筑梦 医者担当践初心

我院举办庆祝中国医师节系列活动

宁归来 再援扬州！

以备战状态，
勇当疫情防控“第一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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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3日袁是张先生
术后康复出院的日子 袁
野翟主任袁 今天我就要出
院了袁谢谢您给我看好了
病袁解除了痛苦袁太谢谢
你们了遥 冶言语似乎很轻袁
却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感
激之情遥

家住沭阳县塘沟镇
的张先生袁两年来右侧面
部疼痛难忍袁 听力下降袁
先后辗转多家医院一直
没有得到妥善的治疗遥 近
期来我院就诊后袁通过专
业系统的检查袁神经外科
翟晓雷主任诊断患者右
侧听力下降是由于听神
经瘤所致袁同时听神经瘤
压迫了三叉神经袁所以导致了面
部疼痛遥 如果要解除病痛袁就必
须手术切除听神经瘤遥听神经瘤
位于脑干小脑之间袁累及面听神
经袁三叉神经等重要脑和神经结
构袁 如果损伤可能导致严重后
果袁手术难度较高袁风险较大遥张
先生一时陷入犹豫之中遥

为了打消张先生的疑虑袁
并且给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治
疗袁 翟主任向张先生介绍我院
有上海德济医院的神经外科专
家定期坐诊袁 可以使沭阳的广
大病患在家乡就能享受上海顶
级的医疗资源遥

7月 2日袁在手术室和麻醉

科的配合下袁 王杰和翟晓雷团
队为张先生切除了长在听神经
上的肿瘤袁 并很好的保护了周
围组织结构袁 术后患者右侧面
部疼痛立即消失袁 经过十天的
精心治疗和专业护理袁 顺利康
复出院遥

专家提醒院 听神经瘤虽然
大多数病人是以耳鸣袁 听力下
降为主要症状袁 但随着肿瘤压
迫周围结构的不同袁 也可能出
现面部疼痛袁头痛袁行走不稳等
症状遥 神经系统肿瘤症状千变
万化袁 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到
正规医院专科就诊遥

(薛宇坤)

还记得母亲节同时 野晋
级冶 圆了妈妈梦的三姐妹吗钥
她们在两个月后带着各自的
宝贝袁来到了我院生殖医学中
心袁回野娘家冶看看袁并送来了
锦旗遥

一面锦旗写着袁野医术精
湛尧医德双馨冶袁另一面写着袁
野医德高尚暖人心袁 医术精湛
传四方冶遥

看着怀抱中安然熟睡的
婴儿袁三姐妹脸上都洋溢着无
与伦比的幸福要要要在看到宝
宝的瞬间袁她们应该对之前的
种种坚持袁也都觉得终有所值
了吧浴

大姐晓桃渊化名冤袁在来我
院生殖医学中心之前袁已有 7
年未孕袁 期间就诊于各家医
院袁未能如愿怀孕遥 本来想来
我院生殖医学中心做野试管婴
儿冶辅助助孕袁但生殖医学中
心副主任尧副主任医师葛志娟
的充分评估后袁建议晓桃再行
一次人工授精治疗袁结果就是
这次人工授精袁让她成功晋级
为妈妈要要要今年 4月袁宝宝出
生袁现在发育良好遥

二姐晓芳袁平时月经不规
律袁有多囊卵巢综合征袁来到
我院生殖医学中心时已经 4
年未孕遥葛志娟主任予以促排

卵治疗袁第三个促排卵周期成
功受孕袁但以野胚停冶告终遥 在
修养一阵子之后袁晓芳感觉身
体各方面状态都不错袁今年 2
月开始重新促排卵助孕袁3月
底成功受孕袁现在胎儿正在稳
稳地长大遥

小妹晓宇袁 是备孕二胎袁
也是有多囊卵巢综合征袁也是
促排卵+指导同房助孕袁于第
二周期成功怀孕袁现在宝宝已
经出生快 50天了袁 看着晓宇
夫妇脸上的笑容袁就知道这个
小家伙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多
少欢乐遥

(文图/李付凤)

喜 报
三姐妹带着宝贝回“娘家”送锦旗！

两年面部疼痛困扰
竟是野听神经瘤冶在作怪

国家野三胎政策冶开放
以来袁 高龄 渊年龄大于 35
岁冤 备孕的女性越来越多
了袁其实袁卵子数量和质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是
无法逆转的遥 对于大于 40
岁的卵巢功能已经下降的
女性袁野卵巢保养冶也不可能
像变魔术一般变出好卵子
来袁但通过心态和生活方式
的调整袁可以维护卵巢功能
并适当减缓它的下降速度袁
以下就是建议的卵巢保养
野秘籍冶遥

1尧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
渊1冤熬夜袁女性长期熬

夜会影响卵子质量遥 作息应
尽量规律袁不要熬夜袁尽量
在晚上 11点前睡觉遥

渊2冤女性长期烟酒摄入
过量咖啡因袁会增加胎儿的
畸形率袁 影响胚胎的发育遥
要想拥有健康的宝宝袁建议
提前半年做好戒烟尧戒酒的
准备袁适量摄取咖啡因遥

2尧调整饮食习惯
渊1冤注意不要大补袁坚

持清淡饮食为主遥 食疗已经

是越来越多人注重的生活
方式袁 特别是体质偏弱尧偏
虚袁可以先进行一段时间的
体质调整袁可以达到更好的
备孕状态遥 注意少吃辛辣和
太过温热的食物遥 女性妊娠
本来体质就容易变得温热袁
所以应以清淡一点的饮食
为好袁避免给身体带来负面
影响遥

渊2冤备孕期间膳食应多
种多样袁 如谷薯尧 蔬菜尧水
果尧畜禽鱼蛋和大豆尧坚果
等袁 要常吃含铁丰富的食
物袁选用碘盐遥

渊3冤建议选择易获得尧
耐存储的深色蔬菜袁 如菠
菜尧油菜尧胡萝卜尧西红柿尧
西兰花等遥

渊4冤多食用奶制品和大
豆制品袁补充优质蛋白质和
钙遥

渊5冤鱼尧禽尧蛋和瘦肉可
提供人体所需要的优质蛋
白质尧维持正常免疫力和促
进组织细胞修复遥

3尧适当运动
高龄女性备孕期间袁运

动也是必不可少的遥 妊娠之
前 3 个月到半年就要开始
加强锻炼袁 提高身体素质袁
为生育做好准备遥 每周进行
2耀3次有氧锻炼曰 每天至少
活动 30分钟袁 最好选择一
些不太剧烈的运动袁特别是
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
人来说袁避免因激烈运动造
成身体不适或损伤遥 一般选
择慢跑尧快步走尧游泳等缓
慢运动更为合适遥 还可以适
当多做一些难度不大的瑜
伽动作袁 增强身体柔韧度遥
做好体重管理袁调整妊娠前

体重指数(BMI)至适宜水平
(18.5耀23.9kg/㎡)遥 保持情绪
平和袁缓解工作压力袁保持
乐观的心态遥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袁在
古代和现代医学中袁一直也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遥 中医的
一些调理手法与西医相比袁
更加温和袁因此也特别适合
备孕女性遥 但一定要选取合
格的中药材袁 以免适得其
反袁可以至我院生殖中心的
中医诊室进行体质辨识袁开
具适合自己体质的中药方
进行调理遥 (李付凤)

高龄备孕袁如何保养卵巢提高生育力钥

夏末秋初
减肥提示

1. 不要用水果替代
主食遥 和主食相比袁水果
在同样碳水化合物含量
的情况下袁 蛋白质含量
更低袁 会造成蛋白质摄
入不足袁肌肉流失增加遥
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轻微
的营养不良性浮肿遥

2. 可以用杂粮粥替
代白粥遥 白粥容易消化袁
能帮助有效补充水分袁
也能提供一些淀粉袁但
维生素含量不足袁 血糖
反应又过高袁 蛋白质含
量却过低遥 相比而言袁加
入糙米尧豆子尧花生的杂
粮粥会好些袁 可以增加
维生素 B1尧钾和蛋白质
等营养成分的供应量遥

3. 每天都要吃有咸
味的菜肴遥 夏天出汗多袁
如果只吃钠含量过低的
水果尧 甜味食物和淡味
食物袁 可能因为缺钠而
出现虚弱乏力尧 头晕头
痛尧口渴脱水等不适袁严
重时甚至因为电解质紊
乱而出现生命危险遥

4. 建议每餐都有蛋
白质遥 夏天本来容易食
欲不振袁 又嫌热不爱做
饭袁 减肥时最易发生蛋
白质食物不足的情况袁
容易降低代谢率遥

5.慎用野不吃主食只
吃肉冶的减肥方法遥 高蛋
白质饮食会带来较高的
食物热效应袁饭后的身体
散热增加袁在夏天会让人
感觉更加燥热难耐遥夏季
本来就需要补充水分袁蛋
白质摄入较多时更容易
觉得口渴袁会加剧身体的
不适感觉遥

6. 注意补充足够的
钙元素遥可以把甜食换成
酸奶袁也不妨用盒装的巴
氏牛奶或灭菌奶袁兑 3倍
的凉白开水稀释后袁当成
夏日饮料喝遥 它热量不
高袁又能补充营养遥

7.避免甜饮料袁少吃
雪糕和冰淇淋遥 这些食
物热量高而营养素密度
低遥 如果一定要吃的话袁
尽量买最小份袁 而且一
周只吃一两次遥

8. 尽量避免夜间进
食遥 夏季天气炎热袁人们
常常早上晚起袁 早餐少
吃袁午餐减量袁到晚上凉
爽时再出去吃夜宵袁如
果夜里进食的比例较
大袁也是不利于减肥的遥

9. 运动时不能过量袁
以不感觉疲劳为准遥不要
在身体乏力尧食欲不振或
环境温度过高的情况下
勉强运动袁不仅运动效果
不佳袁 还容易流失肌肉袁
甚至有发生中暑的危险遥

10.运动之后不要一
次性喝太多水遥 除了不
要一下子喝太多水之
外袁 还要注意水的温度
不要太低遥 过多摄入水
分容易引起血液渗透压
变化袁电解质紊乱遥 高温
下运动后袁 身体表面血
管扩张袁肌肉血液充盈袁
而内脏供血相对减少袁
突然的大量冰水刺激引
起应激反应之后袁 有可
能造成心脏不适袁 甚至
发生危险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