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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专刊

接种疫苗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对家人
和社会负责。为稳妥有序推进疫苗接种，
全力构建免疫屏障，我市全面启动新冠病
毒疫苗集中接种工作后，各个承接疫苗接
种工作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摸清接种
人群及禁忌症人群的准确数量，穿街走
巷、挨家挨户地向广大群众进行新冠疫苗
接种宣传及登记工作，全程服务疫苗接
种，有力保障了我市疫苗接种工作顺利有
序进行。

将好政策宣传给更多百姓

5月26日，吉县柏山寺乡卫生院，在党员
岗负责维持一米距离的院长杨启奎，看到卫
生院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对艰难前行的身影。
女的没有双脚，坐着轮椅；男的，推着轮椅，一
瘸一拐地向卫生院走来。杨启奎几步并作一
步，快速冲到门口，将两人接到新冠疫苗接种
点进行接种。

“院长还能专门推咱。”多年定居县城的
小两口，听到周围的人说推他们的是院长时，
很是感动。

“在基层搞工作，服务很重要。”残疾人、老
年人行动不便，卫生院专门设立了爱心通道，
为他们提供方便；天气太热，怕乡亲们中暑，卫
生院设立了热水点，购买了矿泉水。“医院搞好
了，百姓方便了，才是真的服务好乡亲了。”

作为全国苹果最佳生产地的吉县，五六
月份正是农忙时节。果农套袋一个挣8分钱，
手快的一天能套 5000个，就是 400元钱。很
多果农从早上五点就出发，晚上七点多才走
出果园。“到地头宣传疫苗接种都没人顾上
搭理我们。”只能等到果农都回家，或者提前
联系好，让不种地的老人来听讲，回家再转
告家人。

吉县黄土高原残垣沟壑的山地面貌，造
成很多村子都在重峦叠嶂的深山坳里。每天
要翻山越岭，异常辛苦。可无论离得再远，山
路再崎岖难行，为了让这项好政策惠及更多

百姓，让更多的百姓选择接种，杨启奎都会带
着卫生院的宣传队坚定前行。

不让一个乡亲“漏接”

6月2日一大早，尧都区贺家庄卫生院医
生刘雪梅又一次给酸枣凹村高福岗拨通了电
话，督促他赶紧带着父母一起来接种疫苗。卫
生院从 3月 30日开始接种第一针，刘雪梅有
空就给高福岗打电话。“我们家穷又不出门，
接不接这个疫苗都无所谓。”“我们身体好着
呢，不需要接种疫苗。”从最开始的拒绝到之
后一接电话就不耐烦地说一句“没时间”就挂
掉。刘雪梅始终没有放弃。

“接种疫苗往大了说是构建全民免疫屏
障，对老百姓个人来说，那是保护自己，保
护家人！”作为一名有着 18年党龄的党员，
非典期间，她坚守在基层，新冠疫情期间她
也坚守在第一线。对从小就出生在酸枣凹
村的刘雪梅来说，这里的 509口人，个个都
是她的亲人，她不能让自己的亲人在这个
时候掉队。

在刘雪梅反复耐心地劝说下，天黑之前，
高福岗带着母亲，赶上了这批疫苗的接种。

一位患有慢性病的老乡来接种疫苗，刘
雪梅赶紧过去把她扶在座位上。聊天的过程
中，患者的基本情况和基础病也就全了解了。
正好这病不是急性期，因此可以接种。老乡走
时，一直都在不停地说着谢谢，刘雪梅却一直
在说这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一杯热开水的服务，多说一句话的工
夫。”一天接种 600人次，干完工作都在晚上
10点，有几次都到晚上 12点了。“人多了，就
容易乱，我能做的就是多跟他们说句话，缓解
他们的紧张。做好后勤保障，给他们营造一个
舒适的环境。”刘雪梅说。

每件小事都要办好

在填写新冠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时少填
了一位数，大宁县曲峨镇山西鸿晋手套厂的

李大妈这一粗心举动，给大宁县人民医院录
入信息的工作人员造成了麻烦。幸运的是经
过医院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最终找到她，并
完善了个人信息。

山西鸿晋手套厂有4000余名工人，厂址
相对偏僻，交通不便，工人们利用休息时间到
大宁县人民医院接种疫苗，来回不方便不说，
还不一定能排上。为了扎实稳妥做好企业疫
苗接种工作，保障全县经济社会有序可持续
发展，也为了不占用工人们的休息时间，大宁
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在前期筹备的基础上，
主动走进企业接种疫苗。为了配合员工交接
班时间，他们每天都需要早上 7点准时开始
接种工作；为了节省工人的接种时间，医院采
用先登记接种，再加班录入个人信息的工作
方式。

然而，就在录入李大妈的信息时，工作
人员发现她的身份信息不对，电话接连打了
五天一直联系不上。无巧不成书，本以为是
李大妈无暇接电话，没想到当工作人员按照
信息登记表，一个一个联系，找到李大妈后，
才知道是手机号错填了一位数，身份号也少
填了一位数。办好“小事”连民心，录入信息
后的李大妈对医护人员热心负责的工作态
度连连称赞。

“在接种疫苗前，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
按规定做好知情告知工作。”大宁县医疗
集团疫苗接种负责人崔晓玲发现，有很多
接种的居民很茫然，拿到知情同意书之后
根据工作人员的提示填写，不看就去打
针，这是不可取的。同时因为个体的差异，
每个人接种疫苗后的一般反应也不一样，
这就需要全面告知。所以，在疫苗接种开
始之前，医疗集团为了规范接种和保证受
种者的健康，安排医护人员入乡镇培训标
准规范接种，同时要求各乡镇卫生院配备
不良反应的药物，具备不良反应的识别和
救治知识，在出现不良反应后，第一时间
给予正确处理。

灼灼烈日挡不住坚守

六月骄阳似火，而尧都区解放路社区负
责综合协调疫苗接种工作的赵高峰早已习惯
了室外的高温和5+2、白+黑的工作模式。

晨曦微露，赵高峰就起床了，为凌晨两点
就开始排队的居民排号。一条六七百人的长
龙的最后边总是不断闪现他的身影。一是方
便给来人发号，二是维持队伍秩序。

解放路社区管辖内户籍人口 40807人，
流动人口 2万余人，全辖区共有 1615家企事
业单位、102个居民小区。辖区内居民较多，
加之社区临街流动人口排队的也不在少数。

刚开始，排队的人太多，有时候来迟了
就排不到号了，会被质疑为啥排到我这就没
了；规定一个人只能排一个号，不能替家人
领，有时有人让家人插队，后边人就不乐意
了，甚至吵起来……每每出现这些问题，赵
高峰都会化身“解说员”“和事佬”，将这些矛
盾一一化解。

对于高考和中考参加监考的老师，接种
成为必然，临汾市第三中学有 280位教职员
工需要接种，赵高峰与学校做好协调，利用下
课时间走进学校进行接种；解放路小学有
204名教职工需要接种，赵高峰提前与负责
人对接，最后确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集中为
老师们接种……虽然辖区内的居民，提前就
进行了信息录入，但单位、商场，包括学校大
多数职工都不是辖区内居民，接种时核对信
息就占用了很多时间。

中午时分，太阳越发毒辣，汗水顺着脸颊
往下流，“辣”得赵高峰睁不开眼，因为喊话太
多，嘴巴已经干裂，他几次取下眼镜，拭去汗
水，镜腿覆盖的皮肤与周边黝黑的皮肤，形成
了鲜明对比。但他无暇顾及这些，他的目标只
有一个：按时完成接种任务。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今社
会，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加剧，心理问题引发
的社会问题凸显。破坏了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
谐，甚至引发了悲剧的发生。实际上，心理疾病
在得到有效治疗后，可以缓解乃至康复。那么常
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些？如何在早期识别呢？近
日，记者采访了临汾市荣军康复医院神经症病
区主任李萍。

李萍说，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失
眠、焦虑、抑郁、强迫这四种，他们在早期也有典
型的症状。

首先是失眠，睡眠不足不仅损害情绪调控
能力，也可能是抑郁、焦虑等常见情绪问题的干
扰。排除环境因素，饮用兴奋性饮料等引发的生
理性失眠；关节炎、免疫性疾病、夜尿症、消化呼
吸心血管疾病、脑卒中前列腺肿瘤等躯体疾病
和躯体不适引发的躯体性失眠；苯丙胺、利他
灵、氨茶碱、某些激素等药物性失眠等因素。出
现入睡困难、早醒、夜间醒后难以入睡、经常噩
梦等症状，每周至少出现3次并持续1个月以上
就可以定义为睡眠障碍。

其次，如果在生活中出现情绪低落、思维迟
缓、意志减退；无用、无助、无望；自责、自罪、自
杀等“三低”“三无”“三自”的抑郁症基本症状持
续两周以上就可能患上抑郁症，需要及时防范。

再次，焦虑症一般可分为广泛性焦虑和惊
恐障碍。广泛性焦虑表现为对日常琐事过度、持
久不安、担心，同时伴睡眠改变、失眠、注意力集
中困难，工作效率下降；自主神经功能异常，出
汗、恶心、心慌、心率加快、尿频尿急、耳鸣头晕；
坐立不安、无目的活动增多，表情紧张、痛苦、静
坐不能、往复徘徊等行为。而惊恐障碍绝大多数
患者就诊于急诊室，是一种突发的、不可预测的
强烈焦虑，发作时会有强烈的躯体不适，如胸
痛、头晕、行动过速和濒死感，症状在发病后10

分钟达到高峰。
最后，强迫症是以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等强迫症状为主要表现的

精神障碍，患者深知这些观念、行为不合理、不必要，但无法控制或摆脱
而焦虑痛苦。强迫观念：是反复出现的、难以摆脱的思维和联想。污染性
强迫观念、强迫联想。强迫行为：是为了减轻强迫观念伴随的痛苦情景
而采取的有意识的行为，其表现一般以减少强迫观念的方式进行。强迫
性清洗，强迫检查，强迫计数，要求对称和一致的强迫行为等。

“出现心理问题积极求助，及时寻求科学的评估方法，尽早救治，防
止问题加重。这是一种能力，也是关爱自己的智慧表现。”李萍建议，当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时，不逃避，不消极，要用科学的方法缓解压力。
有些减压方式看起来当时能够舒缓心情，但弊大于利。例如，吸烟、饮
酒、过度购物、沉迷游戏等方式。虽然当时可能带来心情的缓解，但是也
会带来更多的身心健康和生活适应问题。

李萍建议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有效的减压方式更好地应对压力，维
护心身健康。一是调整自己的想法，找出导致不良情绪的消极想法，根
据客观现实，减少偏激歪曲的认识。二是积极寻求人际支持。选择合适
的倾诉对象，获得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适
量运动尤其是有氧运动，大脑释放的内啡肽，不仅具有止痛的效果，提
升自信、促进社会交往，还是天然的抗抑郁药。此外，太极拳、瑜伽等注
重觉察和调整自身呼吸的运动有助于平静情绪、缓解焦虑。

本报讯（记者 范韶华） 连日
来，霍州市免费为35岁——64岁农
村妇女免费筛查宫颈癌和乳腺癌，旨
在提高广大农村妇女自我保健意识，
进一步落实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撑起
农村妇女健康“保护伞”。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霍州
市聚焦“关注妇女健康、助力乡村振
兴”，出实招，办实事，解难题，大力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针对该市多年来一直未开展的乳腺
癌筛查工作，霍州市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从群众切身利益出
发，积极与上级协商，为农村妇女申
请到1000例的免费服务名额，第一
期结束后应群众需要又申请 1500
例，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两癌”筛
查惠民工作。

为了扎实做好这项工作，该市
把农村妇女免费“两癌”筛查项目作
为一项关乎广大农村妇女群众的重
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
抓，并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工作，
成立了“两癌”筛查项目领导小组及
技术指导小组，建立了“两癌”筛查
工作群，实行“一周一统计、一月一
通报”，力求把工作做好、办实。

本报讯（记者 闫晏宏） 6月 17日，全市心理健康大讲堂巡
讲——吉县站开讲。当日，吉县各乡镇综治中心及网格员、各中
小学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人员、各医疗单位精神科及从事心理服
务工作人员200余人参加培训。

巡讲现场，临汾市荣军康复医院副主任医师李萍和临汾市中
心医院中级心理治疗师朱铁玲就《精神分裂症早期识别与干预》

《常见心理问题识别》《婴幼儿心智健康及未来发展》《青少年抑郁
与内在冲突》等四个方面，以实际的案例，生动地讲解了心理危机
事件发生情况下的介入方式，分析了心理危机识别与处置，父母心
智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以及如何提高心理调
适能力，舒缓心理压力等方面的知识。

据了解，这次心理健康大讲堂巡讲由临汾市委政法委和市卫
健委牵头，每季度 17个县（市、区）巡讲一次。自 6月 2日启动以
来，已经在尧都区、浮山、襄汾、吉县、隰县开展，有 1200余名心理
健康服务人员接受培训。

在吉县巡讲站，与会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不
仅贴近实际、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而且让他们进一步认识了心理
健康的重要性，全面提升了心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共 筑 全 民 免 疫 屏 障
本报记者 闫晏宏

霍州市免费为农村妇女进行“两癌”筛查

全市心理健康大讲堂在吉县巡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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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李萍，临汾市荣军康复医院

神经症病区主任、副主任医生，心
理治疗师。擅长精神分裂症、双相
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强迫障
碍、各种失眠症等疾病的诊断与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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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关注

健康 讲堂

大家都知道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
性病之一，但很多人却不了解高血压是
分类型的，且治疗方式也各不相同。近
日，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岳淼及其
团队顺利完成我市首例AVS（双侧肾上
腺静脉采血术），此项新技术明确了原
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分型诊断，标志着
该院高血压诊治水平又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

一名 67岁的男性患者，早在 18年
前就患上了高血压，12年前患上了Ⅱ型
糖尿病。去年年底，该患者在治疗脑梗
死时，血糖、血压控制不佳，调整降压药
物后也无改善，血压波动于 192-175/
110-87mmHg。

自发病以来，患者睡眠欠佳，出现
尿频、尿急、便秘等一系列症状，为此转
入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经入院初
步诊断为“继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醛固
酮增多症”，进一步完善双侧肾上腺增
强CT提示“双侧肾上腺增生”。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在高血压中
的患病率约为10%，而在难治性高血压
中接近 17%-23%，是继发性高血压的
最常见病因之一。过量醛固酮引起一系
列临床症候，常表现为高血压、伴或不
伴低血钾、发现肾上腺占位病变等。”岳
淼指出，“该患者双侧肾上腺增生，但哪
侧肾上腺优势侧分泌，需进一步明确。
而AVS术则是区分单侧或双侧分泌最
可靠、最准确的方法，是原发性醛固酮
增多症分型诊断的‘金标准’。”

因肾上腺静脉取血难度大，对操作
者的介入技术要求高，目前这项技术仅
在国内少数医院开展。但是，为了给予
患者更为精准的治疗，“岳淼团队”在导
管室、介入科、检验科等科室的配合下，
共同向我市“首例”发起挑战。通过微创
介入方法，在局麻状态下将导管分别插
入患者双侧肾上腺中心静脉处分段采
血，测定醛固酮水平及其他相关指标，最终确诊为原发性醛固酮增
多症（右侧优势侧）。同时积极联系泌尿外科进行会诊，考虑到患者
在入院前曾患脑梗死，不适宜立即手术，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后择期
治疗。

数月后，患者再次入住泌尿外科进行手术治疗，切除了患侧肾
上腺病变组织，术后病检提示“肾上腺皮质腺瘤”，病检结果与内分
泌科术前诊断一致。经过治疗，患者多年来的“顽疾”得到有效纠
正，血压得到良好控制，血钾恢复正常。

“入院前换了好几种高血压药，但是血压一直降不下来，身体
也跟着出现各种不适。手术之后，身体状况好多了，高血压药量也
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该患者欣喜地说，“岳淼团队”与多学科通
力协作，“一站式”解决了多个问题，使他重获健康。

“与原发性高血压相比，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危害极大，导致
患者心肌肥厚、心力衰竭和肾功能受损等靶器官损害更为严重。因
此，及早明确诊断、分型治疗才能明显提高治愈率、阻止病情发
展。”岳淼说，“AVS技术的成功开展，填补了我市原发性醛固酮增
多症分型诊断的空白，实现了继发性高血压的精准治疗，将为更多
患者带来健康福音。”

血液质量是采供血机构的生命线，安全
可靠的血液供应对患者的健康至关重要。那
么，从血液采集到临床应用，一袋血要经历
哪些“关卡”？6月18日，记者跟随市中心血
站副站长孙亚琴的脚步，探寻一袋血的神秘

“旅程”。
许许多多的无偿献血者挽袖伸臂，用

热血托起了生命的希望。在市中心血站献
血服务大厅，献血者踊跃而来，有序进行体
格检查和血液初筛。孙亚琴随即讲道：“这
是献血前的‘必查项’，一要检查献血者的
身体条件是否达标，二要检测血色素、乙
肝、丙肝、艾滋病、梅毒、转氨酶等。按规定
项目检验并初步确认血液健康后，献血者
方可奉献爱心。”

在机采成分血区域，一份份爱心正汇聚
成一股强大的暖流。记者留意到，每个血袋
上都有一张专属的条形码。采血护士解释
道，条形码在献血者体检时就已产生，是流
转各个环节的“通行证”，也是每袋血的“身
份证”，用于追溯和核对，可有效保证血液和
用血者的安全。

而令献血者感到好奇的是，“我献的血
去哪了？要经过哪些处理？又将送往何处？”
原来，市区所有献血点采集到的血液都将汇

总在市中心血站，并在此进行更为全面的专
业检验。走进成分科，多种大型设备正在高
速运转，工作人员先将刚刚送来的血袋挂在
一个圆盘式架子上，再将一根根输血管从血
袋里伸出，分别连接在架子下端的小圆盘
上，接着又用一组输血管连接起小圆盘和新
血袋。

“白细胞输注给受血者，易引起输血不
良反应。输血前必须对血液中的白细胞进行
滤除，我们所看见的小圆盘就是滤盘，这一
步叫作‘滤白’，是为了减少给受血者造成不
必要的伤害，使输血更加安全、放心。”孙亚
琴说，“因为血液非常宝贵，为了避免浪费，
会根据病情需要给患者输送不同的成分血。
所以，‘滤白’之后，血液通过离心机等精密
仪器分离制备成红细胞、血小板、血浆等血
液成分制品，依据不同的存储要求进行存
储，再放入待检库等待下一步处理。”

与此同时，相应的血液标本正在检验科
接受更为严苛的“考试”。所有标本会进行常
规血清学检测，包括转氨酶、乙肝表面抗原、
丙肝抗体、艾滋抗原抗体、梅毒抗体及ABO
血型的定型和RH血型的鉴定，首次献血不
能确定的标本会进行疑难血型的再次确认。

此外，位于检验科的核酸实验室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一场新冠疫情使核酸检测被
大家所熟知，一旦被病毒感染，核酸检测能
最大程度缩短病毒检测的‘窗口期’，能在最
短时间内发现并采取措施，所以血液标本在
进行血清学检测的同时会进行乙肝病毒、丙
肝病毒及艾滋病毒的核酸检测。”孙亚琴进
而说道，“只有这些项目全部检测合格，血液
才可用于临床，不合格的血液由专门医疗废
物处理机构处置。需要注意的是，血液检测
的标准和疾病诊断的标准有所不同，血液检
测结果不作为医院临床诊断的依据。”

一直以来，市中心血站把血液质量列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规范采供血流程，严把血
液安全关。血液只有通过层层严格检测，才
能带着“合格”的标签被“放行”。回到“爱心
加工厂”——成分科，工作人员为合格的血
液制品“打签”，在外包装上注明血型、采血
日期、制备日期、失效日期、保存条件、注意
事项等关键要素，再统一送往发血科。

“红细胞 1.5U规格：B型 2个单位、O型
5 个单位；红细胞 2U 规格：B 型 1 个单位”

“血小板：A型1个治疗量、B型2个治疗量、
O型 2个治疗量、AB型 1个治疗量”……此
时，发血科工作人员依据各医院发来的“订
单”，一一“配货”并反复核对所需血液制品，

交由专人护送至目的地。
“血站是连接献血者与用血者的爱心桥

梁，但不直接面对患者。当患者需要输血时，
血液制品会被送往医院，再由医院安全地输
送到患者体内。”孙亚琴感叹，一袋血不仅承
载着献血者火热的爱心，还承载着血站工作
人员沉甸甸的责任心，每一袋血都来之不易
且意义非凡。

此外，不少人有所疑惑：“为什么提倡无
偿献血，临床用血却要收费？”孙亚琴郑重解
释道：“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血站是采集、提供临
床用血的机构，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公益性
组织。其次，血液是无价的，血液本身并不收
费，但是血液从采集到临床使用需要一系列
处理，在处理过程中累加了管理成本、质量
成本，其间产生的成本费用是由用血者承担
的。根据相关规定，无偿献血者累计献血
800毫升，本人可终身不限量免费用血，配
偶和直系亲属临床需要用血时，可免费等量
用血。”

无偿献血是一项利国利民利己的社会
公益事业，孙亚琴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无偿
献血，无上光荣。让我们勇敢伸出手臂，捐献
热血，守护生命！”

当别人需要的时候当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可以站出来我可以站出来

献给生命的礼物献给生命的礼物
无偿献血无偿献血 奉献爱心奉献爱心

当前，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已进入冲刺阶段。为助力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序、高

效开展，市卫健委志愿者积

极参与尧都区水塔街办事

处疫苗接种点工作，配合工

作人员为前来接种疫苗的

群众测量体温、信息登记、

接种引导、留观引导等，志

愿者们认真热情的服务得

到社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图为 6 月 21 日 8 时 30 分，市

卫健委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正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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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袋 血 的“ 来 龙 去 脉 ”
——直击市中心血站血液处理全过程

本报记者 李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