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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孙磊 康凯波报
道 近日，神木市柠条塔、西沟交
警中队组织民警集中收看公安系
统《心理健康之路》讲座。

讲座围绕常见的心理健康
问题、造成的原因及心理压力
调适等方面展开，内容贴近生

活，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听完
讲座后，民警们表示对心理健
康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讲
座内容能够很好地帮助自己树
立健康的价值观，积极面对来
自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受益
匪浅。

心理讲座进警营

2009年，榆林成立首个重症
医学科，在榆林二院手术室工作
了12年的丁彩霞担任重症医学
科护士长。她带领全科护理人员
制定了重症护理服务范本和科室

“一科一品”，摸索出了一套具有
重症科特色的培训模式，逐年提
升对危重症病人的护理质量，树
立榆林重症医学金字招牌。

ICU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这
是一个没有工作时间节点的科
室，因患者的需要而不能照料家
庭孩子、牺牲节假日休息日是家
常便饭。从医院“优质护理先进
个人”到“塞上最美护士”，再到

“陕西省优质护理先进个人”“全
国杰出护理工作者”，丁彩霞饮誉
无数。正是丁彩霞和她的团队这

种一丝不苟的医学精神和无私奉
献的为民情怀，使该院重症医学
科年均收治各类急危重症患者
600余人次而无一例医疗事故及
护理纠纷发生，在多次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救援任务中抢救成功率
达90%以上，其中羊水栓塞DIC
患者抢救达到“零死亡”，赢得社
会广泛赞誉。

■足部保暖

常言道：“寒露脚不露”。寒露
过后，气温逐渐降低，因此市民不
要经常赤膊露身以防凉气侵入体
内，大家可每天晚上用热水泡脚，
使足部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减
少下肢酸痛发生，缓解疲劳。

脚自古就有人体的第二心脏
之说。从养生理论看，脚离人体的
心脏最远，而负担最重，再加上脚
的脂肪层很薄，保温性能差，容易
受到冷刺激的影响。因此，足部保
暖格外重要。

■适时添衣

寒露过后，天气寒冷，老人、儿
童和体质较弱的市民要注意防寒
保暖，逐渐增添衣服。俗话说“春
捂秋冻”，秋天适度经受些寒冷有
利于提高皮肤和鼻粘膜耐寒力，但
是老年人和患有各种慢性疾病者

则要注意防寒保暖，防止“冻”出病
来。换季穿衣服别换得太快，最好
厚薄搭配，以保暖为主，同时，还应
随时备好急救药品，防止因气温骤
降而引发哮喘、中风、心肌梗死等
突发疾病。

■朝盐晚蜜

寒露是热与冷交替的秋季的
开始，秋燥是让人烦恼的一件事。
养生专家提出，对付秋燥的最佳饮
食良方就是：“朝盐水，晚蜜汤”。
白天喝点盐水，晚上则喝点蜜水，
这既是补充人体水分的好方法，又
是秋季养生、抗拒衰老的饮食良
方，同时还可以防止因秋燥而引起
的便秘。在秋天经常服用蜂蜜，还
可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

■早睡早起

寒露过后昼短夜长，自然界中
的“阳气”开始收敛、下沉。此时便

是人们保养阳气之时，因此，人们
的起居时间也应当作相应调整。
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可使
肺气得以舒展，因此秋季养生就
要做到“早睡早起”。为避免血栓
的形成，应该顺应节气、分时调
养，确保健康。

■养阴防燥

寒露后，雨水渐少，天气干燥，
昼热夜凉。许多人会相继出现中
医上所说的“凉燥”症状，即咽干、
鼻燥、皮肤干燥等。在饮食上少
吃辛辣刺激、香燥、熏烤等食品，
宜多吃些芝麻、核桃、银耳等有滋
阴润燥、益胃生津作用的食物。
水果有梨、提子、荸荠、香蕉等，蔬
菜有胡萝卜、冬瓜、莲藕、银耳
等。中老年人和慢性疾病患者应
多吃些红枣、莲子、山药、鸭、鱼、肉
等。同时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
注意补充水分。

■适当养胃

秋天气温渐渐变凉，寒露以后
的养生特别要注意养护好自己的
胃部。首先要注意保暖，入秋以
后要特别注意胃部保暖，适时增
添衣服，夜间睡觉要注意盖好棉
被。另外，消化道溃疡的发生、发
展与情绪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
要注意情绪的健康，保持精神愉
快和情绪稳定。

■适量运动

秋季是运动锻炼的大好时

机，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的
运动项目进行锻炼，长期坚持可
增强心肺功能。散步、爬山等都
是很好的选择。但开始时强度不
宜太大，应逐渐增加运动量，如果
过度运动，会增加人体的疲惫感，
反而不利于身体恢复。秋天气候
适宜，空气质量较佳，不妨多接近
自然、多运动，吸收天地精华。伸
展具有“运化作用”，能收敛心神，
从呼吸带动的循环系统、肠胃消
化到内分泌系统，一路顺畅，气血
循环自然活络。

■不要憋尿

专家介绍，寒露时节不少人为
了防止口干，晚上睡觉前会喝不少
水。但是这样一来，夜尿的频率就
会增加。一些人即便是夜里或者
凌晨感觉到了尿意，由于嫌起床较
冷，常常下意识地憋尿继续睡，这
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习惯。尿液
中含有毒素，如果长时间储存在体
内，含有细菌的尿液不能及时排
出，就易诱发膀胱炎。而高血压患
者憋尿会使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
压升高、心跳加快，严重的还会导
致猝死。

■扫除抑郁

秋季临床上抑郁状态的患者
明显增多。专家指出，由于深秋气
候渐冷，日照减少，风起叶落，常会
勾起凄凉之感，使人们情绪不稳，
易于伤感。

因此，在深秋时节，人们需保
持良好心态，培养乐观豁达之心，
这也是秋季养生保健不可忽略的
一点。每日加班不宜超过两小时，
否则会导致慢性疲劳，日子一长，
便容易患上秋季抑郁症。

（据人民网）

近日，神木市公安局尔林兔派
出所、钟楼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4
所学校、厂矿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有效预防和控制食品中毒事件发
生，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检查中，民警详细查看了
各学校食堂餐饮许可经营办证、
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并向校

方了解餐饮从业人员是否参与过
餐饮具清洗消毒和食品加工制作
储存、食品留样等相关知识培训。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民警提出
整改意见，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
境。此次检查共发现安全隐患两
处，当场整改安全隐患两处。

本报通讯员陈蓓 单娜摄

本报通讯员马雪琴摄影报
道 近日，神木市“口腔健康，全
身健康”2019年爱牙日主题活动
在人民广场举办。

活动现场，口腔专家为群众
答疑解惑，并为前来就诊的市民

提供就诊方案。口腔专家建议，
要想拥有健康的口腔应注重健康
的生活方式，每天至少刷牙两次，
尤其是晚上睡前刷牙更重要。中
老年人如有牙齿缺失应及时进行
义齿修复。

爱牙护牙

本报通讯员赵广裕 叶飞报
道 9月9日至20日，榆林二院
组织全院医、技、护专业技术人员
开展为期 2周 80余学时的“三
基”培训与考核工作，增强临床医
技人员的规范意识、质量意识和
安全意识，提高医疗质量，确保医
疗安全。

本次培训分批次、分时段、分
对象、分模块进行，在内容上分理
论与实践技能两大部分，涵盖医
院感染、法律法规、临床用血、医

患沟通、纠纷防范等基本知识及
体格检查、四大穿刺、心肺复苏、
心脏除颤、气管插管等基本诊疗
急救技能。

授课老师们充分将前沿理
论、实践经验、典型案例有机结合
进行教授，授课内容科学严谨、通
俗实用，授课风格风趣幽默、深入
浅出，考核环节严格把关、注重点
评，突出临床思维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有力地提升了各专业人员
临床基本工作能力。

榆林二院

突出能力培训 提升医疗质量

本报通讯员齐晶华报道 近
期，定边县人民医院特邀北京市三
甲医院15位医疗专家到定边县开
展医疗义诊活动。

专家团代表北京空军总医院
高干楼书记胡应朝介绍说，前来义
诊的专家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精湛的医疗技术，义诊主要包括心

血管、骨科、儿科、眼科、内科、皮肤
科、内分泌科等多个项目。

义诊期间，各位专家认真倾听
患者描述病情，查看病历，耐心指
导患者服药方法和注意事项，受到
患者的广泛好评。患者纷纷表示，
北京的这些专家医术高、态度好、
工作负责，对待病人很有耐心。

北京专家赴定边开展医疗义诊

寒露是九月节，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自此，露
气重而稠，稠而将凝，再过半月，将凝为霜降。告别了秋
高气爽、秋明空旷，白日将变得幽晦，天寒夜长，风气萧
索，雾结烟愁。

关注食品安全

仁心仁心 悉心悉心 初心初心
——全国杰出护理工作者全国杰出护理工作者、、市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丁彩霞工作小纪市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丁彩霞工作小纪

本报记者 王婷

重症医学科的医
护人员，是一支与时
间赛跑、为患者生命
做最后一搏的“特种
部队”。榆林市第二
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长丁彩霞就是这支部
队的一名急先锋，她
用医者大爱点亮一个
个家庭的希望。

入住ICU的患者，要么神志
不清，要么为失能或半失能群
体，护士要承担起患者洗头擦
身、翻身拍背、吸痰洗胃等医疗
和生活全方位的护理工作。丁
彩霞深知，要想做好重症医学科
的护理工作，就必须要有亲情化
的服务理念。贫困患儿的灭虱

处理、大便失禁老年患者的清洁
护理等，患者家属都能感受到她
像对家人一样的细心、耐心。
有的呼吸机辅助呼吸的患者不
能说话，她在保证病人安全的
同时做好心理疏导，通过观察患
者的表情、眼神、手势等领悟病
人所要表达的信息。在与病人

多年的交流中，她练就了能准
确捕捉患者信息的“读心术”。
比如“冷不冷”“渴不渴”“翻一
翻身”都是让患者用点头和摇
头来回答，而不是用“你怎么
了”“你需要什么”这样的生硬
语气提问，加重病人的焦躁情绪
甚至病情。

初心不言悔

寒露养生攻略看这里

悉心不言烦

仁心不言弃

ICU承担着急、难、险、重医
疗救治任务，患者病情重、变化
快，对护士们参与救治的标准和
要求很高，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

“生死时速”。丁彩霞回忆起前
不久抢救一位妊娠合并急性重
型胰腺炎、多脏器功能衰竭、脓
毒败血症、感染性休克产妇。患
者在一天内经历数次抢救，丁彩
霞和同事们悉心照料，不断给患
者和家属鼓励，最终，奇迹在被

“判处死刑”的这位患者身上出
现，一月后患者完全康复。那一
刻，所有人都落泪了……多少面
锦旗、多少份荣誉，远不及丁彩
霞和她的团队成功留住生命更
让她欣慰。

ICU的医护人员都是重大公
共事件救援保障的急先锋，关键
时刻要拉得出、顶得上。在

“2017.10.24府谷新民街爆炸事
故”“2017.4.19神木大柳塔板定
梁 塔 煤 矿 井 下 透 水 事 件 ”

“2018.7.13神木交通事故”等突
发公共事件中，丁彩霞作为全市
重症医学急救组成员，每一次都
圆满完成现场救护和后期治疗
任务。

丁彩霞护理病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