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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12 月 11 日讯 （记者 肖
燕 通讯员 刘艳阳 周雅菁 陈安芳）

“ 感 谢 刘 医 师 和 王 医 生 ，救 了 我 女 儿 一
命。” 12月7日晚，在隆回县人民医院急诊
室，一妇女握着该院五官科医生刘光化和王
化湘的手激动地说。

当晚，一个年仅一岁半的小女孩到医院
看望住院的爷爷，在乘坐电梯时吃桂圆，不
慎呛入气管，生命垂危。小女孩家人急忙送
到该院五官科急救。该科副主任刘光化和
医师王化湘立即赶到医生室，只见小女孩唇
部发绀，意识昏迷，生命垂危。

刘光化立马抱过女孩，一只手捏住孩子
颧骨两侧，手臂贴着孩子前胸，另一只手托
住孩子后颈部，让其脸朝下，趴在其膝盖
上。在孩子背上拍10余次，随着哇的一声,一
颗桂圆随着哭声而出，小孩父母和亲人流下
了眼泪。

据介绍，这种救治方法叫做哈姆立克抢
救法，哈姆立克教授是美国一位多年从事外
科的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他被大量的食
物、异物窒息造成呼吸道梗阻致死的病例震
惊了。在急救急诊中，医生常常采用拍打病
人背部，或将手指伸进口腔咽喉去取的办法

排除异物，其结果不仅无效反而使异物更深
入呼吸道。他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次的动物
实验，终于发明了利用肺部残留气体，形成
气流冲出异物的急救方法。

据该院院长尹志安介绍，气管异物窒
息的救援黄金时间只有 6 分钟，超过 6 分
钟，孩子很难救回来，即便救回来，也会给
孩子造成脑损伤。这次从发现危险到抢
救，仅用了 3 分钟，对小孩没有任何影响。
小孩的心电图监护显示血氧饱和度 97%，
患儿呼吸平稳，意识恢复，口唇红润，很快
恢复了正常。

桂圆险要女孩命 巧妙施救转平安

东芬兰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与
英、美等国同行合作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多蒸桑
拿有助于降低中老年人因心血管病死亡的风险。

这项研究选取了1688名芬兰居民，男女各占约
一半，研究起始时的平均年龄为63岁，中位随访时
间为15年。

研究人员发现，与每周仅蒸桑拿1次的人相比，每周
蒸桑拿4至7次的人因心血管病死亡的风险低约70%。

参与研究的东芬兰大学教授劳卡宁说，这项研
究发现多蒸桑拿与中老年人心血管病死亡率较低之
间有关联，且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男性和女性。以
往的研究多数仅关注男性。

关于蒸桑拿可降低心血管病死亡风险的原因，
劳卡宁解释说，此前多项研究已发现多蒸桑拿与较
低的血压相关。同时，桑拿浴的时候心率会增加，相
当于低到中等强度体育锻炼的效果。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研究数据仅来自于芬兰的
一个地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证明这一结果是否适
用于其他地区人群。此外，这项研究属于观察性研
究，无法得出因果性结论。 （徐 谦）

多蒸桑拿有助于
降低心血管病死亡风险

结婚之后，很多年轻夫妻都会进入“备孕”状态，
男的戒烟戒酒，提高精子质量，女的锻炼身体、吃吃
补补，提高身体素质。孕育生命是每对年轻夫妻的
愿望，但却又不是人人都能得偿所愿。想要备孕成
功，除了戒烟戒酒、锻炼身体外，女性还得在“气血”
上下功夫。

女性月经不调，往往与气血不足有关。气血，是
人存活于世上的基础，气和血，相互依存在人体中，
若气血不足，人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懒言少语、疲
倦乏力、面色黯淡、失眠心悸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
导致月经失调。

既然气血的重要性如此强大，那女人该怎么调理
生活，才能让气血畅通呢？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运动调理 生活中适当参加慢跑、瑜伽、游泳、
打球等体育运动，不仅有利于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而且还能舒经活络，强身健体，起到增强体质的作用。

2.药膳调理 药膳调理也是一个让气血畅通的
好方法，备孕期间的妇女，不妨多吃点肉类、虾类、猪
血、猪肝、蛋类等食物，以补血养气。还可以利用党
参、黄芪、当归、枸杞、龙眼肉等中药材等熬成汤药饮
用，以益气养血。

3.调理脾胃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想要气血畅通，就应该调理好脾胃，生活中要注意不
要暴饮暴食，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多吃山药、红枣、小
米、萝卜、栗子等健脾益胃的食物。 （万 文）

女性备孕要在“气血”上下功夫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刘璐

走上工作岗位八年之后，今年30岁的姚
菲菲获评我市“最美健康卫士”。作为邵阳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全日制本科毕业的护士，她
怀抱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的职业梦
想，先后在该院护理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
室、骨伤一科、内二科锻炼成长，收获了利益
他人、成就自己的春华秋实。

忠爱护理 心存大爱

“护理是我一生钟爱的事业，是她让我懂
得了如何珍爱生命，明白了平凡就是幸福。”
姚菲菲2010 年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本
科护理专业毕业后，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护
理部从事干事工作。为了学有所用，学有所
长，获得更多实践经验，一年后她主动要求到
神经外科（原创伤外科）从事一线护理工作。
跟病人的零距离接触让她对救死扶伤的责任
感有了切身的体会。

2011年冬季的一天，凌晨2时许，120接
来了一位因交通事故而受重伤的男性。她和
值班医生立即开展抢救，给病人摆体位、吸
氧，建立静脉通路、心电监护，清洗包扎伤口、
止血。做完这些刚要抬头喘口气的时候，病
人一下拉住了她的手，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充
满了恐惧和无助，祈求地望着她。“瞬间，我的
心弦被拨动了，一种为人之最原始的爱在我
心中汩汩涌动。”她一边帮他维持着体位，一
边注视着监护仪上变化。二十分钟过去了，
病人的呼吸终于平稳了。这时，她才发觉自
己的腿已经站得发酸了。“长嘘一口气，我体
会到爱的成就感、喜悦感。能为病人解除痛
苦，是一件让我幸福的事情，我爱我的职业。”

正是出于对病人这种质朴而深沉的爱，
2012 年姚菲菲主动申请调到了全院公认的
最忙、压力最大的重症监护室。有一次上夜
班，由姚菲菲来照顾一位大面积脑梗塞的患
者。接班时患者生命体征相对稳定，但她知

道，此类病人随着脑水肿加重大都会发生病
情变化。凌晨2时多的时候，患者自主呼吸
越来越弱，并且有呼吸暂停现象。她立即通
知医生抢救并拿来简易呼吸球囊，先给病人
辅助呼吸，为气管插管做好充足的准备。在
紧张而忙碌的抢救后，患者的病情终于稳
定。“当时如果发现患者病情变化稍晚一步，
也许就全无希望了。”作为病人生死一线的守
护者，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她一个人守着五六
个危重病人，连眼皮都不敢耷一下。

精益求精 德技双馨

一个优秀的护士，绝对不是只完成打针、
发药这些既定的动作。照姚菲菲的话讲，既
要能随时观察到病情的变化，还要有爱心有
耐心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去满足病人在心理
抚慰、健康指导等方面的需求。

2013年在市中心医院规培回来后，她来
到医院最大的外科——骨伤科。骨科病人住
院时间都较长，而且老年病人较多，很多因为
儿女们没时间，大多数请护工护理。护工们
素质参差不齐，这就更需要专业护士像对待
亲人一样对待病人。每天上班，姚菲菲都会
面带发自内心的微笑，温声细语。

她的付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小姚护士
每天无论多忙都笑得像朵花似的，看着也让
人舒坦。”“你打针，不痛些。”诸如此类的夸
奖，不绝于耳。患者出院后，作为责任护士她
会定期回访，告知患者疾病康复的相关指
导。很多病人出院时也会问她要电话号码或
者微信，遇到不懂的问题随时咨询，她都会在
空闲时乐此不疲地耐心回答。2015年，她被
评为了该院首批年度“微笑之星”。

在业务技术上，姚菲菲始终以不进则退
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学习充电。2014年她参
加了湖南省骨干护士培训班。利用临床跟班
实践中学会的 PICC 置管的维护，帮助了一
位在省城置管回邵阳维护的乳腺癌患者，通
过采用小剂量尿激酶加负压方式再通血栓性

堵塞为这位PICC管已堵塞的患者冲通了管
道，让她免受了二次置管的痛苦，使她顺利完
成了化疗。过硬的专业功底，使她在2015年
度医院护理“三基”考试中成绩突出，被评为
先进个人；2016年在医院中医健康知识宣教
比赛中获第一名；2017年获邵阳市中医药行
业岗位技能练兵比武竞赛护理组二等奖。
姚菲菲还在临床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
护理技术。撰写了论文《中药熏洗和50%硫
酸镁治疗液体外渗的疗效观察》，获市护理学
会论文交流一等奖。

善带团队 乐于担当

二孩政策放开后医院的一些工作岗位出
现暂时的人力紧缺。姚菲菲临时受命，于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分别在骨伤一
科、内二科、神经外科代理护士长。面对不同
的病种，不同的团队，姚菲菲以突出的敬业精
神、扎实的业务功底和巧妙的工作方法，实现
了差错事故零发生。

代理护士长期间，她每天坚持提前半个
小时到医院，将科内所有的患者都巡视一遍，
了解轻重缓急。晨交班会上着重强调需要关
注的患者，以防护理风险意外。坚持和责任
护士一起做晨午间护理，为患者创造舒适的
住院环境。每月的护理查房真正落到实处，
查房之前向科主任和主管医师认真请教，并
查阅相关文献更新现有的知识，引导护理人
员学会思考，学会循证。她还建立了业务学
习微信群，组织护理人员线上参加业务培训，
学完利用抢答赛的形式巩固所学知识，回答
正确者自掏腰包给予小小微信红包奖励。
遇到难以沟通的病人家属，难以协调的外联
事件，充满困惑的专业难题，年轻护士常常会
感到力不从心。姚菲菲不仅帮助她们解决这
些疑难，化解这些矛盾，还会在危机过后细细
地讲解，传授经验和方法。

“我的理念是没有优秀的个人，只有优秀
的团队。”“八年的护理工作让我尝到了病人
感谢时的甜，工作繁忙时的累，病人责难时的
酸。唯一不变的是，对护理工作的热爱，对护
理事业的执着追求。”如今获评“最美健康卫
士”，姚菲菲再立誓言：“我当不忘守护患者于
病痛中的初心，牢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使
命，继续前行！”

“最美健康卫士”的芳菲之路
——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优秀护士姚菲菲

邵阳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刘敏 通讯
员 舒建平 夏羽）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党风廉政
建设，增强党员干部职工廉洁从业意识，12月11日
下午，市第二人民医院举办了党员集体廉政教育
课。本次讲课邀请了市纪委监委驻市卫计委纪检组
组长朱鹏程进行专题授课，医院中层以上领导干部、
各党支部支委成员、党小组组长近百余人参加讲座。

朱鹏程从五个方面详细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阐述了《条例》修改的特点，并结合医
疗卫生领域容易出现的问题、工作生活中要注意的
事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并结合一些违法违纪
案例，为参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主题廉政教育课。

今年以来，市第二人民医院以“讲政治、守纪律、
重操守，争做新时代廉洁从政的标杆”为主题，积极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党风廉政建设活动。该院通过一
系列的廉政教育活动，增强了党员干部规矩意识、纪
律意识与廉洁从政意识，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
思想防线，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为医院建设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另一方面，医院加强对重点岗位、重要事项的监
督，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今年3月，医院纪委组
织召开2018年度药品、器械、医用耗材购销廉洁承
诺会，邀请了与医院合作的医药供应商前来参加并
与各供应商签订廉洁购销承诺书。

强化廉政党课教育

为医院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冬季是幼儿感冒的多发季节，不
少小朋友会因此出现流鼻涕等症状。
相关医生介绍，不仅是感冒，其实家长
还可从幼儿鼻涕性状、颜色等表现，发
现疾病端倪，有助实现早治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耳
鼻喉科医生顾政介绍，如果孩子出现
清水样鼻涕，多是因为感冒或过敏性
鼻炎引起的。“感冒初期流清鼻涕，是
鼻黏膜为将附着的病原体冲走而分
泌出大量黏液。这时家长需要让孩
子多休息、多喝水，或根据医嘱口服
感冒药或抗病毒类药物。”顾政说。

而白色黏稠性鼻涕，则多见于感
冒加重期或慢性鼻窦炎。医生介绍，
感冒加重后，鼻涕会慢慢变成又稠又
厚的乳白色。若超过10天感冒仍不
见好转，并伴有鼻塞、头痛等症状，需
考虑孩子是否患上了鼻窦炎，这时应
带孩子到专科医院检查确诊。

同时，黄、绿色脓性鼻涕，多见于
病菌侵入。医生介绍，当出现黄、绿色
脓性鼻涕时，则提示孩子身体可能被病
菌入侵了，白细胞和病菌“同归于尽”后
被排出鼻腔外，鼻涕会变成黄色、绿色
或黄绿色，这时应由医生来判断孩子是
病毒性感染还是细菌感染，以及是否需
要使用抗生素治疗。 （李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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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脑科医院党总支组织党员干部来到邵东县斫石曹乡野鸡坪村，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

全体党员们首先参观了“野鸡坪精神”陈列馆，实地参观了野鸡坪梯田并体
验劳动。随后，全体党员在“野鸡坪精神”陈列馆进行了集体宣誓、重温入党誓
词，并围绕“学习野鸡坪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新图强、敢为人先，树新时
代党员先锋”的主题组织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野鸡坪
精神，坚持在传承中弘扬、在学习中提升、在实践中磨砺，时刻牢记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 通讯员 石燕 罗和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