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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2015年“5 . 12”国际
护士节到来之际，为加强医院标准
化建设，促进优质护理服务示范活
动的深入开展，提高护理人员的“三
基三严”水平， 近日，市精神卫生
中心护理部组织全院护理人员进行
护理技能操作考核。

本次考核项目包括徒手心肺复
苏(含简易人工呼吸器使用)、电动
吸引器吸痰及约束带使用三项内
容。此次操作考核是市精神卫生中
心2015年度护士节系列活动内容之
一，护理人员全员参与到培训、考核
中，激发了护理人员学业务、练技术
的热情，在全院上下营造了比、学、
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孙秀珍)

市五院举行护理

技能操作考核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辖区内
在校学生的预防接种证查验及补种
工作，确保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率
达到100%，张店区第二人民医院联
合各学校、托幼机构，积极做好查验
补种工作。预防接种是预防、控制乃
至消灭传染病、保障儿童健康的最
为经济有效的手段，儿童预防接种
证是儿童预防接种的有效凭证，

据介绍，此次查验工作要求各
托幼机构和学校提交儿童预防接种
证，对发现没有儿童预防接种证、丢
失儿童预防接种证的及时上报辖区
医院，对未按国家免疫规划接种疫
苗的儿童，医院负责下达补种通知，
托幼机构和学校负责督促、告知儿
童家长或监护人，对发现的漏种、漏
证儿童进行疫苗补种和补办儿童预
防接种证。 (郭艳)

张店区二院做好

预防接种证查验

淄淄博博成成功功救救治治一一““袖袖珍珍宝宝宝宝””
出生时仅700克，比成年人手掌略大

五一假期临近，出游前先备好“药事”

有有心心脏脏病病史史者者出出门门莫莫忘忘救救心心丸丸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宋天印) 眼看着
五一又快到了，虽然假期时间不
长，但不少人的出游热情却丝毫
未减，想出去玩是好事，不过出
门之前该带上哪些药物以备不
时之需，对此，本报给您说说旅
游前该注意哪些“药事”。

外出旅游，需要必备的药
物主要分晕车药、肠胃药、感冒
药及运动损伤药四种。据市妇
幼保健院医生介绍，就晕车药

而言，最常用的晕车药是乘晕
宁(茶苯海明)，晕车症状严重
者，建议在飞机起飞，火车或汽
车开动之前半小时服用。成人
可以通过吃晕车药缓解不适，
但这些药可能对小儿的神经系
统发育和肝肾功能造成损害，
因此不宜给孩子服用。如果孩
子平时容易晕车，坐车时尽量
不要让孩子往车窗外看，应当
让其保持平卧位，或躺在父母
的怀里，必要时多喝些水。

而在治疗腹泻上，首选黄
连素。旅途中的腹泻大多是感
染性腹泻，建议首选口服黄连
素。如果伴有呕吐症状，可以服
用胃复安。此外，藿香正气滴丸、
藿香正气软胶囊也很适合治疗
腹泻和肠胃不适。旅行前就出现
症状者，应先到医院就诊，确定
病因后，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路
上带的药；如果旅行时感冒了，
则要注意补水和通风，“建议市
民带上两包板蓝根颗粒、维C银

翘片等中成药，同时可带盒白加
黑等西药，感冒者还应注意多喝
水。”医生表示。

此外，外出旅行，磕磕碰
碰的少不了。红花油常用于
跌打扭伤导致的软组织挫伤
和轻微烫伤，但应在损伤2 4
小时之后再用，否则会加重
伤情。同时，有心脏病、高血
压等病史的人，一定要带好
速效救心丸、降压药物等“救
命药”，以备不时之需。

健康进社区

近日，张店区中医院以健康大
讲堂的形式组织急救专家组到齐
林社区为居民讲授了家庭急救常
识。

通常老百姓发生了意外事故，
第一反应就是拨打110、120，意外受
伤后不知如何处置，专家们就遇到
意外伤害时应如何进行现场自救
和互救进行了讲解。高涛医师为居
民讲解了心肺复苏术，演示了人工
呼吸、胸外按压等。讲座结束后，社
区居民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现场
进行了模拟心肺复苏练习。
本报通讯员 孙艺萌 摄影报道

淄博本月起集中给

消毒企业“消消毒”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孙茂倬 ) 为
贯彻执行省、市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专项整治行动，近日，市卫
生监督局对辖区内消毒产品生
产企业专项治理行动做出部
署。

据了解，专项整治行动包
括对辖区内所有消毒产品生
产企业逐一排查，摸清生产
企业底数，对生产企业现场
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生
产企业卫生许可资质、厂区
环境与布局等情况。同时，对
消毒产品进行规范性检查，
重点检查第一类、第二类消
毒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或卫生
安 全 评 价 报 告 及 其 备 案 情
况；检查产品，特别是抗(抑)

菌制剂的生产过程记录、原
料进出货记录、产品批次检
验报告等内容，核查是否存
在违法宣传疗效和添加药物等
内容。此外，按照相关要求，认
真核对、更新《消毒产品生产被
监督单位信息卡》信息，完善生
产企业卫生监督档案。

此次专项治理行动与日常
监管相结合，将监督检查结果
与卫生许可延续相结合，建立
不良记录名单制度，完善案件
协查和通报制度，及时通报信
息、反馈处理意见，做到消毒产
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覆盖率达
到100%，对有投诉举报的或发
现违法行为的监督处理率达到
100%，对区县督查覆盖率达到
100%。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王斌 高丽 )

为推进全市适龄农村妇女
乳腺癌、宫颈癌免费筛查工
作，近日，市卫计委联合市妇
儿工委办，对高青县、高新区
和临淄区农村妇女“两癌”免
费筛查项目进行督导。

督导组分别到区县妇幼
保健院、项目开展的卫生院，
采取听取汇报、实地查看、人
员访谈和现场指导等方式进
行督导。据要求，“两癌”检查
项目涉及面广、技术性强、操
作难度较大，是一项庞大的系
统工程，被列入2015年为全市
妇女儿童办好十件实事之一，
是一项使农村妇女得实惠、普
受惠、长受惠的重要举措。项

目实施需要卫生计生部门发
挥技术优势，组织基层妇幼检
查机构与技术人员，在一线有
序开展工作。通过项目开展，
逐步建立起“财政支持、卫生
部门主导、妇联全力配合、社
会大力支持和妇女踊跃参与”
的工作新机制。

据悉，2014年市卫计委、
市财政局与市妇联结合各区县
医疗设备、技术条件等情况，制
定实施方案，该免费检查项目自
2014年7月至2018年12月实行，
五年内将完成全市61万35-64岁
农村户籍妇女“两癌”免费检查，
2014年完成市级宫颈癌筛查
101257人，乳腺癌筛查68340
人，分别占全市农村适龄妇女
的18%和12%。

五年内61万农村妇女

可免费筛查“两癌”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李扬) 近日，记
者从市中心医院获悉，该院儿科
收治了一例母孕30周因“重度子
痫、血性腹水、胎儿宫内停止发
育”剖宫产出生的新生儿，出生
体重仅为700克。

据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马
立吉介绍，医学上把体重低于
2500克，小于37周的叫做早产
儿，而这名出生体重仅700克婴
儿则是一名极低体重的早产儿。
该胎儿母亲是一名高龄产妇，胎
儿在母亲子宫内时就已经停止
发育，体内各个器官均发育不成
熟，出生后呼吸几乎没有。在医
院儿科医护人员的全力医治下，
这名“袖珍宝宝”最后顺利被救
治，恢复了正常。胎儿出生后，经
医院检查，医护人员给予清理呼

吸道、气囊加压给氧等窒息复苏
抢救，后转入新生儿监护室治
疗。由于患儿是超极低出生体重
儿，又有窒息、发育不良、感染等
危险因素，入院后医护人员寸步
不离看守，患儿体重由700克增
长到1660克，奶量由开始的每次
0 .5毫升增至每次30-40毫升，截
至目前，已顺利出院，且随访至
今发育良好。据了解，这也是市
中心医院截至目前救治的体重
最低的早产儿，也是全市儿科目
前救治体重较低早产儿之一。

据了解，低出生体重儿的身
体各器官发育不成熟，生活能力
低下，适应性与抵抗力差。特别
是低出生体重儿吸吮、吞咽功能
不完善，胃容量小，消化酶不足，
吸收、消化能力差，易发生喂养
困难，较正常新生儿更易出现低

血糖，体重不增，抵抗力更低
下，甚至死亡。“引起低出生体
重的原因很多，对于该患儿的

成功救治，标志着医院新生儿
救治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医
护人员表示。

胎儿出生后在医院监护室接受治疗。（医院供图）

大多数人服药时都有这样的习
惯，仅用一口水送服或是随意拿起
身边的茶杯，吞下药片完事。其实
这样的服药方式是不正确的，轻者
影响药物吸收，重者会加重不良反
应。就

一般口服剂型，用水太多会稀
释胃液，加速胃排空，反而不利于药
物的吸收。但是对于一些特殊药物，
为减弱其毒性，避免对器官特别是
对肾脏的损害，或要求服用药物后
每日必须饮水2000毫升以上。就止
咳糖浆为例，饮用止咳糖浆时，会有
部分药液停留在发炎的咽部黏膜表
面，形成保护性的薄膜，减轻黏膜炎
症，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所以喝完
糖浆5分钟内不要喝水。

喝完糖浆5分钟

内不要喝水

退烧药不宜在

短时间重复服用

退烧药作为家庭药箱中的常备
药，虽然多为非处方(OTC)类药物，人
们可去药店自行购买使用，然而由于
缺乏医师或药师的指导，常常存在着
用药的不合理性。

一般退烧药起效在30分钟到2

个小时左右，用药间隔时间为6-8小
时，最短时间间隔不低于4个小时，
24小时内用药不超过4次。退烧需要
一个过程，不宜过快，一般体温降到
38 . 5℃以下时即可。若短时间内重
复多次服用退烧药，往往会引起大
量出汗而导致脱水、虚脱，同时也可
能会增加退烧药的毒副作用，引起
肝肾功能的损伤。

“五一”健康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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