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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世界睡眠日

说说睡眠那些事儿
有人说过，幸福就是一觉睡到自然醒。 人一生
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 困了睡觉
对很多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在世界的每
一个角落都有一群人夜夜与失眠抗争。 一方面，环
境污染，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大，想睡不能睡。 另一
方面，白天睡太多，夜晚不能寐，该睡却不睡。 睡到
自然醒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
睡眠质量直接影响人的生存质量和生活质
健
量。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
康睡眠，远离慢病”，旨在提醒全社会关注睡眠与
健康，没有健康睡眠，百病就会丛生。
据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医师杨海
英介绍，所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及一些诸如高血
压、脑梗、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疾病都会同时伴有不
同程度的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等情绪。 而这些情
绪及睡眠障碍又会导致原有疾病出现的躯体不适
症状加重。
据悉，就该院医学心理科门诊而言，每天单纯
来看失眠症的患者高达50%—60%。 平时学习压力
大的学生、工作压力大的白领、社会或家庭地位低
的女性、 多思多虑好烦神的中老年人等都是失眠
症的高发人群。 今年54岁的何大姐国企退休，原本
身体硬朗、 生活优渥。 可伴随着独生女儿生了孩
子，“麻烦”也接踵而至。 年轻时的她追求完美，工
作家庭样样不逊于人，退休后也难改这种性格。 平
日包揽了带外孙的活儿，但总是担心孩子饿着、冻
着。 小婴儿一些正常的举动都能引发她的担心，三
天两头带着孩子去医院。 自己则由起初睡眠浅、多
梦易醒逐渐发展至入睡困难。 严重时整夜不睡，白
天头晕、疲乏无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也差。 身

心俱疲的她带孩子变得力不从心， 在女儿的陪同
下前来市三院医学心理科门诊就诊。
杨海英提醒， 有失眠症状的人不可排斥但也
不能依赖药物。 偶尔失眠者没必要对此过度关注，
否则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诸如抑郁、 焦虑
等。 如果连续一周以上睡眠不好，并出现头晕、头
痛、疲乏无力、烦躁等，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应求助于专科医生， 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服药以
及服用哪种药物，不要自行购买助眠药物。 此外，
很多人对于安定等催眠药物的恐惧是没有必要
的，短时间内服用催眠药物不会成瘾，但应在专科
医师的指导下服用。 一些声称对改善睡眠有益的
保健品仅能缓解一些轻度的睡眠问题， 而对一些
如焦虑抑郁等引起的睡眠障碍是无效的。
■丁华珍

“世界睡眠日”大型健康讲座开讲啦!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我们将诚挚
地邀请您走进市三院，一起聆听专家为您讲
解如何摆脱失眠苦恼，恢复良好睡眠。
时间：3月21日（周二）下午14:40-16:00；
授课专家：淮安市心理咨询中心、淮安
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 主任医师唐
玉和；
地址： 淮安市淮海西路272号 淮安市
第三人民医院怡心楼12楼学术报告厅；
市内乘坐3路公交直达市三院站。
特别说明：此次讲座免费，会后免费接
受现场咨询！ 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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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二院召开
创建省级重点专科推进会
近日， 市二院召开创建省级重点
专科推进会， 为进一步推进省级临床
重点专科的建设发展， 提高医院技术
水平和服务能力， 对部分创建省级临
床重点专科的科室进行了现场汇报、
评估。 目前， 医院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达6个， 有消化内科、 内分泌科、 肾
内科、 急诊医学科、 血液内科， 中医
科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
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
推进会上， 该院院长解满平强
调， 创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与管
理的重要性， 希望各专科充分认识开
展临床重点专科评估的必要性与重要
作用， 积极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各创

建科室、 相关职能部门要限时保质保
量的解决创建过程中问题难点， 通过
此次的推进会能够在下一轮的省级重
点专科的评审中再创佳绩， 不断提高
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医务
处处长田小丰汇报了各专科创建省级
重点专科的现状， 各专科汇报创建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 解决的方案及需要
协调的事宜。 与会人员还进行集中讨
论， 提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 确保
问题得到落实解决。
医务处、 科教处、 后勤保障部、
经济核算处、 护理部等相关职能部门
及创建科室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侍艾苑）

面对保健品推销 请坚决say no
—乐慈颐康园开展
——
“识破保健品骗局”讲座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乐
慈颐康园老年养护中心举办“
3.15消
—教您轻松识破保健品
费者权益日——
骗局”专题讲座，围绕保健品推销十大
陷阱、六大骗局开展讨论。
老年人是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
们防范意识较弱， 维权能力较低。 平
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投入
购买保健品，任家人怎样劝说，还是非
常固执的购买，这与老年人年龄长、身
体每况愈下， 对保健品与养生保健的

客观需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不法
商家正是利用老年人这一心理， 进行
不法销售。
乐慈颐康园老年养护中心社工师
李茹说：“在我们养护中心， 不乏保健
品的痴迷者，这让我们很心急很痛心，
为了避免更多的老人被骗， 我们组织
开展“识破保健品骗局”的讲座，希望
老人们能正确看待保健品的功效，理
智购买。 ”
（樊丽）

抓住“救命黄金4分钟”

戴楼镇卫生院

——
—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千余名医护及行政人员参与
“救命证”大考

召开医疗工作会议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当前威胁人类生
命的“
头号杀手”。 心脏呼吸骤停的4分钟
内为黄金抢救时间。 每耽搁一分钟，心肺
复苏的成功率就会下降7%至10%。 如果
时间超过10分钟， 得救的几率几乎为零。
作为院外心脏骤停者，要想最大程度生存
下来，只能依赖于身边的人急救。 而高质
量的心肺复苏(简称CPR)与尽早实施自动
体外除颤仪(简称AED)除颤，是挽救生命
最快且十分有效的办法。

为了规范和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急救能
力，3月16日开始，淮安市妇幼保健院组织1000
余名医护及行政人员参加“
救命证”大考！
开考之前， 该院麻醉科副主任孙剑博士
系统的讲解了心脏骤停的知识， 并现场进行
了心肺复苏操作示范。 担任考官的全是该院
急救方面的专家， 虽然是监考自己的同事但
是考官们还是不留丝毫情面， 参考人员的动
作有一点不规范就会被立刻叫停， 在一旁坐
“冷板凳”等待重考。“这是救命的技能，绝对
不允许走形式、玩过场，如果那样就是我们对
生命不负责！ ”考官李青国说。
孙剑表示，绝大多数病人无先兆症状，常
突然发病。 少数病人在发病前数分钟至数十
分钟有头晕、乏力、心悸、胸闷等非特异性症
状。 心搏骤停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意识突然丧
失， 心音及大动脉搏动消失。 一般心脏停搏
3～5秒，病人有头晕和黑朦；停搏5～10秒由于
脑部缺氧而引起晕阙，即意识丧失；停搏10～
15秒可发生阿-斯综合征，伴有全身性抽搐及
大小便失禁等； 停搏20～30秒呼吸断续或停
止，同时伴有面色苍白或紫绀；停搏60秒出现
瞳孔散大；如停搏超过4~5分钟，往往因中枢
神经系统缺氧过久而造成严重的不可逆损
害。 辅助检查以心电图最为重要，心搏骤停4
分钟内部分病人可表现为心室颤动，4分钟后
则多为心室静止。
▉刘威

3月14日下午，金湖县戴楼镇卫生
院召开医疗工作会议， 组织大家认真
学习《医疗质量管理办法》。
会上，院长张太祥强调，首先要进
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技术规范、
指南和操作规程，强化人员培训，规范
临床服务行为， 坚决杜绝违反操作常
规行为的发生; 二要建立健全医疗安
全与风险管理体系， 完善医疗安全管
理与风险防范相关工作制度、 应急预
案和工作流程，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三要认真贯彻落实医院感染管理相关
制度和规范， 建立对医院感染重点部

门、 重点环节的安全风险监控和管理
机制， 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积极有效
的干预措施； 四要加强对药品和医疗
器械临床应用的监管， 加强对不良事
件等安全信息的监测， 做好药品和医
疗器械不良事件的报告和处置工作。
五要不定期地组织“三基”训练，不断
提高医务人员临床服务能力和技术水
平，营造人人重视医疗安全、人人落实
医疗安全的良好文化氛围。 着力增强
医务人员的医疗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
意识， 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
(姚同梅)

相关链接：
心肺复苏术操作流程:
第一步评估意识： 轻拍患者双肩， 在双耳边呼唤
(禁止摇动患者头部，防止损伤颈椎)。 如果清醒(对呼唤
有反应、对痛刺激有反应)，要继续观察，如果没有反应
则为昏迷，进行下一个流程。
第二步求救：高声呼救，“快来人啊，有人晕倒了。 ”
接着打120求救，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 注意：保持冷
静，待120调度人员询问清楚再挂电话。
第三步胸外心脏按压： 心脏按压部位——
—胸骨下
半部，胸部正中央，两乳头连线中点。 双肩前倾在患者
胸部正上方，腰挺直，以臀部为轴，用整个上半身的重
量垂直下压，双手掌根重叠，手指互扣翘起，以掌根按
压，手臂要挺直，胳膊肘不能打弯。 一般来说，心脏按压
与人工呼吸比例为30：2。
第四步检查及畅通呼吸道：取出口内异物，清除分
泌物。 用一手推前额使头部尽量后仰，同时另一手将下
颏向上方抬起。 注意：不要压到喉部及颌下软组织。
第五步人工呼吸：判断是否有呼吸，一看二听三感
觉(维持呼吸道打开的姿势，将耳部放在病人口鼻处)，
一看：患者胸部有无起伏；二听:有无呼吸声音；三感
觉：用脸颊接近患者口鼻，感觉有无呼出气流。 如果无
呼吸，应立即给予人工呼吸2次，保持压额抬颏手法，用
压住额头的手以拇指食指捏住患者鼻孔， 张口罩紧患
者口唇吹气，同时用眼角注视患者的胸廓，胸廓膨起为
有效。 待胸廓下降，吹第二口气。

丁集中心卫生院

开展传染病防治知识讲座
为了防止各种传染病在校园内发
生和流行， 增强师生预防传染病的意
识， 保障广大师生的身心健康， 日
前， 丁集中心卫生院防保所公卫医师
走进丁集镇小学给师生们带来了一场
丰富的春季传染病防治知识讲座。
该院医师通过课件展示和案例，
详细讲解了水痘、 腮腺炎、 麻疹、 流
行性感冒等呼吸道传染病， 让现场师
生进一步了解春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发
病症状、 传播途径、 鉴别诊断、 预防

措施等知识， 精彩的知识传授赢得了
广大师生的好评。
此次讲座让师生们了解了常见春
季传染病的危害性， 学会了如何使自
己免受这些疾病的侵害， 增强了自我
保护意识。 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学好预
防疾病知识， 加强锻炼， 增强体质，
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 预防传
染病， 以健康的身体快乐地学习。
（汪叶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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