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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无烟机关”助力
“健康临汾”
本报记者 李 静

打头阵 作表率 引领控烟风向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无烟党政
机关建设要求，
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领导干
部在控烟工作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市卫健
委、市文明办、市爱卫办积极开展市级无烟
党政机关创建工作，开展时间为 8 月至 11
月，
分为创建、申报、验收三个阶段。
“创建无烟党政机关，是推进《健康中
国·临汾行动》控烟行动实施的重要一环，
也
是文明单位、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内容。
”
市
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公共场所和
工作场所降低二手烟危害的有效手段，
是保
护干部职工身体健康的有效措施，
是向社会
展示机关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
”
创建工作全面开启，
市级党政机关率先
垂范、走在前列。
市发改委党组高度重视，
立
即将控烟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计划，
细化责任分工，完善制度机制，全力推动各
项举措落地落实。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控
烟，主动做到不吸烟、不敬烟、不劝烟，以实

际行动引领全体职工“人人参与，人人承
诺”，
共同营造健康向上的文明机关形象。
通过在办公楼门厅设置宣传展板，
在会
议室、办公室、走廊、卫生间等重点区域张贴
各类禁烟海报及标识，
向来访人员发放宣传
彩页等形式广泛开展控烟宣传教育，
让干部
职工更为直观地感受烟草的危害和控烟的
必要性，
也让广大群众更为直接地感受市发
改委创建“无烟机关”
、打造“绿色发改”
的决
心和信心。
“全体干部职工相互监督、相互帮助，
进
一步加强了主动控烟意识，
使控烟工作健康
有序开展。
如今，
机关无一人在室内吸烟，
外
来人员自觉或经提醒不在机关内吸烟。”市
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亮说，
“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们将不遗余力久久为攻，进一步
查缺补漏，进一步强化制度执行，将控烟工
作进行到底。
”
化于心 显于行 掀起控烟热潮
控烟，不仅事关自身和他人的健康，也
关乎党政机关的“面子”和“里子”。如何将
这一文明、健康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呢？自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市级党政机关动
真格、出实招，全面加大控烟工作力度，在
机关内部形成了上下齐心、合力推进的“攻
坚”热潮。
在市检察院，倡导控烟禁烟、保障身心
健康早已成为一项常态化工作。
该院退休干
部李汾生是我市知名的“健康公益人”，
他创
办的《戒烟必胜》小报，编发的《保健歌诀》
《戒烟控酒》等多种卫生宣教材料，
不仅在单
位内部起到了宣传引导的作用，
还在社会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在此基础上，我院党组立即召开党组
会议，专题研究‘无烟机关’创建工作，明
确了工作目标、创建内容和创建步骤，并
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和出台了相应制
度。”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 我们积
极开展问卷调查，对全体干部职工吸烟情
况进行调查摸底，动员干部职工签订控烟
承诺书，严格落实奖惩制度，开展形式多
样的控烟活动。”
市检察院持续强化控烟行动力度，激
发起全体干部职工创建“无烟机关”的热情
与责任担当。如今，在市检察院内任意一间
办公室里，看不到烟灰缸，也见不到烟雾、
烟灰、烟头，真正做到了“单位职工吸烟我
监督、来访者吸烟我劝阻、人人都是控烟监
督员”。
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我院将继续
持久抓好控烟的教育、引导、监督等工作，
确
保控烟工作取得实在的成绩，争创全省、全
市控烟工作示范机关，积极打造无烟办公
楼。通过持之以恒抓好戒烟工作，逐步实现
全员戒烟目标。
”
出成效 见实效 共创无烟环境
吸烟有害健康，虽然人人皆知，但吸烟
仍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屡禁不止。若想
在公共场合全面禁烟，
就需要党政机关积极
实践，率先建成“无烟机关”。连日来，按照
《关于做好 2021 年无烟党政机关创建工作
的通知》的要求，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市
爱卫办受市文明办委托对我市无烟党政机
关创建工作进行评估验收。

本次评估按照无烟党政机关建设标准
和评分标准，通过现场环境查看、座谈了解
工作开展情况和查阅相关资料等形式进行，
从组织领导、考评制度、环境布置，
室内全面
禁烟、监督巡查、宣传教育、劝阻与戒烟帮
助，禁止出售烟草产品、禁止烟草广告和赞
助等方面对申报单位逐一开展评估验收，
对
成效明显的单位给予肯定，
对存在问题的单
位提出整改意见。
“从评估总体情况看，各申报单位对无
烟党政机关建设工作高度重视，
组织制度较
为健全，
多数单位营造了较好的宣传氛围和
无烟环境，
禁烟控烟取得了初步成效。
”
市卫
健委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
将通报此次无
烟党政机关建设验收结果并予以公示、命
名、授牌，同时继续建立健全控烟工作长效
管理机制，
进一步提高我市无烟党政机关覆
盖率。
”
创建无烟党政机关，
标志着控烟行动迈
出了关键一步。接下来，还将不断加大控烟
宣传教育力度，
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健康的
认知程度，持续推进医疗卫生机构全面禁
烟，继续开展无烟校园创建活动，加强各级
专业和机构控烟工作，加快室内公共场所、
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步
伐，稳步有序推进全市无烟环境建设，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利益，
为“健康临汾”
建设
提供强大助力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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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爱 绘 就“ 同 心 圆 ”
本报记者 闫晏宏
11 月 7 日下午，尧都区大阳镇王雅
村 63 岁的脱贫户孙玉憨家的院子里，市
第五人民医院、扶贫工作队、镇政府、村
委会、村医等孙老汉熟悉的一行人聚在
一起，
齐心解决他最近的烦心事儿。
“没想到，这么快办好。这可帮我们
大忙了。”多部门联合现场办公，使孙玉
憨老伴儿韩莲花的贫困患者抗精神病药
物维持治疗补助申请资料很快就准备到
位，市第五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苏
永仙、临床心理科护士长张颖婵代表医
院免费送来了药物，村医陈建华帮着孙
玉憨记下药物用法，并按日期放到药盒
内，
之后再也不怕吃错药，
这让孙玉憨心
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孙玉憨因小儿麻痹症造成肢体残
疾；
老伴儿韩莲花患癫痫，
后因白内障错
过治疗时间双目失明，两人基本丧失劳
动能力。
2018 年 5 月的一场变故，让孙玉憨
一家猝不及防，生活更加雪上加霜。那
一年，他们的独女因癫痫发作去世，巨
大的痛苦让韩莲花变得喜怒无常，经常
自言自语，在尧都区医院诊断为“癫痫
发作、精神分裂症”。孙玉憨一家属于典
型的特殊困难群体，贫困程度最深、扶
持难度最大、返贫率最高，曾因看病难、
看病贵，不敢看病，导致韩莲花双目失
明、因病致残。
正是健康扶贫政策让孙玉憨一家看
病不再发愁。帮扶干部真心实意俯下身
子、
沉下心来帮他们，
大阳镇党委副书记、
王雅村总支书闫晓琴 3 年间送来 11 只品
种羊，
鼓励他家庭养殖。
两口子享受低保、
残疾人、农村养老金“三项补贴”，
生活有
“兜底”
，
孙玉憨也活出了自信。
2020 年 12 月，尧都区直属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工会主席、大阳帮扶工作队队
长遆亚萍入户时，
发现韩莲花病情加重，
与村委会干部陈永伟、张程华将老两口

送至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 20 余天，经
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韩莲花病情得
到控制。
“韩莲花这样的患者，
需要格外关心
和关注。”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冯斌说，
作为我市精防办主要负责单位，为了保
障全市 19653 名在册严重精神病患者能
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医院每年都会
对在册患者进行义诊，对基层医疗机构
提供服药指导和随访技术指导，并对困
难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免费查体、免费送
药、免费治疗。
针对孙玉憨一家的特殊情
况，医院也对其医保报销之外的费用进
行了减免。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用药依从性一
直是个难题，
也是影响疾病疗效、减少复
发的关键。”苏永仙说，超过一半的患者
出院后会自行停药，
韩莲花病情加重，
也
是这个原因。
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
一，
村医及时入户随访，
可以有效加强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起初，
村医的宣教
以及劝解并未让失落的孙玉憨记在心
上，
只因上次老伴住院，
家里的羊因没人
照顾死了四只，
他心疼坏了，
这次说啥也
不让老伴儿住院。得知情况的遆亚萍不
顾强降雨刚过，入户做孙玉憨的工作也
没有效果。
“他们不去住院，要是能让医
生上门看病就好了。
”
遆亚萍便立即给苏
永仙打了电话。
没想到的是，
苏永仙不仅送药上门，
还给老人带来了好政策。
申请到贫困患者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每年吃药不仅补助
1400 元，每季度还会免费给老人进行相
关化验,每半年进行 1 次服药疗效及安全
性评估，
这让韩莲花的救治不再被耽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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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统结石治疗技术让患者不再痛苦
本报记者 闫晏宏

暖

新闻

本报记者 李 静
会会长邓欣及几位相关负责人的手机
号就成了“报名热线”，微信里不断涌入
大量的申请信息，其中有企事业单位、
志愿团体，也有退伍军人、私营业主、大
学毕业生等。
“我们的招募标准是必须热心公益事
业，
吃苦耐劳，
乐于奉献，
具备较强的社会
责任感和人际沟通能力；
组织纪律性强，
能服从组织安排，
有序参与到志愿服务活
动中。
此外，
具有志愿服务经历的可以优
先。
”
邓欣介绍，
“目前，
第一批志愿者已经
按照就近原则安排从事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
同时，
我们将继续组织关心一线疫情
防控人员、关爱志愿者的各项活动，
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
”
共 青 团 尧 都 区 委 书 记 景 伟 说 ，根
据尧都区疫情防控工作安排 ，面向辖
区志愿者发出了投身疫情防控工作的
号召，得到了各方积极响应。下一步，
将继续招募志愿者 ，充实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力量 ，以实际行动筑牢安全防
线 ，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8月3日，
一位年轻男性患者在家人的陪同
下，
来到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许建利专家
诊室，
患者一手捂着肚子、
一手扶着腰，
全身浮
肿，
满脸痛苦。
他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排尿了。
5 年前，这位年轻人就曾被尿结石折磨。
疼痛袭来时，
他直在地上打滚。
他曾做过体外
冲击波碎石，
但“好了伤疤忘了疼”，
在治疗后
因再无疼痛，
就没有听从医嘱进行复查。
这两天，
他左侧腰部又开始剧烈疼痛，
以
下腹部为主，
阵发性绞痛，
每次持续 10 分钟左
右，伴有恶心呕吐，后来小便逐渐减少，恶心
呕吐越来越严重，
还出现了心慌、
气短症状。
“患者可能因为双侧输尿管结石导致梗
阻，
出现无尿及肾功能衰竭。
”
根据症状，
许建利
立即安排患者做相关检查，
经检查发现其不仅
双侧输尿管均有大量结石，
右肾还重度积水、
左
肾中度积水。
更为糟糕的是，
他的血肌酐化验结
果竟高达 830.0μmol/L（正常值为 54-106μmol/
L），
急性肾功能衰竭比预想得更严重。
“不能再等了！”
再发展下去，
随时可能出
现高钾血症，
导致心脏停跳，
已存在的严重感
染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考虑到患者病情危重，为了尽快改善状
况，
争取手术机会，
许建利决定为其做局麻下
双肾造瘘手术进行引流，尽早解除双上尿路
梗阻。
在许建利娴熟的操作下，
双肾穿刺造瘘
过程非常顺利，用时不到 20 分钟，术后患者
左肾引流顺畅，
成功保留了正常肾功能，
遗憾
的是右肾梗阻时间太长，
功能已完全丧失。
经过近 2 周的恢复，
患者各项身体指标基
本恢复正常，
感染得到控制。
许建利通过微创
输尿管镜左侧输尿管结石碎石取石术，
成功为

患者击碎并取出了
“藏身”
于输尿管内的多发结
石，
同时做了腹腔镜右侧无功能肾切除术。
之后
患者康复出院。
一月后复查，
一切指标均正常。
随着泌尿系统结石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患者接受治疗时的痛苦减轻，
疗效越来越好。
许建利
“软硬兼施”
多管齐下，
为不同结石患者
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力争让他们的治疗见
效快、
花费少，
得到了患者的高度认可。

许建利，
主任医师，
临汾市中心医院泌尿
外科主任，
临汾市医师协会泌尿男科分会会长。
从事临床泌尿外科专业30余年，
擅长泌尿男科
微创腔镜手术，
常规开展腹腔镜肾癌根治切除
术、
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
腹腔镜膀胱全切术、
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
输尿管软硬镜手术及经
尿道前列腺切除、
膀胱肿瘤切除等各类手术。

健康
讲堂

预防尿结石需要注意些什么

高速路口多了一抹
“志愿红”
排查车辆、
登记信息、
测量体温、
查验
“两码”……11 月 13 日，由共青团尧都区
委、
尧都区志愿服务联合会招募的疫情防
控志愿者上岗了，
他们坚守在辖区四个高
速路口的疫情防控检测站，
协助开展防疫
登记检查，
为守护城市安全、人民健康贡
献志愿力量。
在临汾西高速口，身着红色志愿者
服装的潘俊羌正配合执勤交警，引导外
地入临车辆进行登记，指导司乘人员扫
取行程码。潘俊羌说：
“ 看到招募通知
后，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很幸运地通过
了筛选。我一定会尽职尽责守好交通关
口，
守好‘临汾大门’
。
”
在临汾东高速口、尧都区土门镇高
速口（2 个）同样能看到这抹红色风景，
志
愿者牢牢把控疫情防控第一道关口，
做到
了严防死守、
逢车必查、
逢人必测。
他们坚
定地说：
“在关键时刻，
能为家乡出份力，
我们感到很荣幸。
”
共青团尧都区委、尧都区志愿服务
联合会自 11 月 8 日发出招募疫情防控
志愿者的公告后，尧都区志愿服务联合

为了严把食品源头安全关，
确保广大群众“舌尖安全”，
市市场监管局临汾经济开发区分
局、
市疾控中心坚持每周深入辖区餐饮店、
农贸市场、
大型超市等，
开展以冷链食品为重点的
核酸采样检测，
主要采集从业人员、
重点食品、
重点环境三类样本。
图为工作人员对海产品进
行采样检测。
本报记者 摄

本报记者 李 静

控烟展板引人注目、禁烟标识随处可
见、烟头烟灰难觅踪影……11 月 19 日，走进
市发改委办公楼，
浓厚的“无烟”
氛围扑面而
来。
环顾每个角落、细看方方面面，
控烟禁烟
已然内化于心，
成为每名工作人员的自觉遵
循，
清新、舒适的办公环境正在形成。
这只是我市控烟行动，
创建“无烟机关”
的一个缩影。自今年 8 月以来，我市 61 家市
级党政机关积极响应、迅速行动，不断细化
工作指标，有效落实各项控烟举措，取得了
扎扎实实的成效，控烟禁烟、健康向上的文
明新风向已蔚然成风。

二胎遇上双胞胎，
本是喜事一桩，
孕妈妈张
女士和家人却愁上眉梢、焦虑万分。原来，张女
士腹中的胎儿一个羊水过多、个头偏大，
另一个
不见羊水、个头偏小，
被确诊为罕见的双胎输血
综合征。
双胞胎成了“双危胎”，如何化险为夷？11
月 13 日，市妇幼保健院产科、超声科、麻醉科、
手术室等多学科再度携手解难题，顺利实施我
市第二例胎儿镜下胎盘吻合血管激光电凝术，
成功上演“双胎保卫战”。
双胎遭遇“拦路虎”
自从怀上了一对双胞胎，张女士和家人就
满心期盼着两个小生命的到来。
但是，
最近一段
时间，张女士频繁感到腹胀，且症状持续加重，
平躺时更为难受，
还伴有轻度的胸闷、气促。
为此，怀孕 25 周加 4 天的张女士赶忙前往
医院就诊检查。经超声显示，一个胎儿羊水过
多，另一个周围几乎没有羊水、膀胱未显示，两
个胎儿发育不协调，个头、体重差异悬殊，考虑
双胎输血综合征，合并出现选择性宫内生长受
限。
听到“双胎输血综合征”，张女士和家人顿
时懵了。
他们在网上查看了大量相关报道后，
不
禁深深担忧两个胎儿的安危。得知市妇幼保健
院曾于今年 3 月底成功开展了我市第一例胎儿
镜下胎盘吻合血管激光电凝术，即双胎输血综
合征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便将唯一的希望寄托
于此。
市妇幼保健院胎儿医学门诊筹建负责人、
产科主治医师马勇经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明
确诊断为双胎输血综合征。马勇向张女士详细
解释：
“ 双胎输血综合征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两个胎盘间存在血管吻合
支，
一个胎儿成为供血儿，
另一个胎儿成为受血儿，
造成供血儿贫血、血
容量减少、肾灌注不足而羊水过少，受血儿血容量增多，可发生充血性
心力衰竭，
胎儿水肿，
羊水过多。
”
若不及时干预，无论是供血儿还是受血儿，随时都会面临“两败俱
伤”
、危在旦夕的风险。
“宫内”
手术解难题
双胎输血综合征为急性发病，
病情可能发展迅速，
尤其是其中一个
胎儿已经失去羊水的保护，生命岌岌可危。必须及时治疗，才能赢得保
留胎儿的希望，
让孕妈妈尽可能继续妊娠。
“两个都想要……”面对孕妇和家属渴望的眼神和十足的信任，产
科主任程霜花多次组织科内会诊，并联合超声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
学科详细评估、反复讨论，决定实施胎儿镜检查术+胎儿镜下胎盘吻合
血管激光电凝术+羊水减量术，
全力以赴挽救未出生的两个小生命。
11 月 13 日，经过精心、周密的术前准备，这场惊心动魄的“双胎保
卫战”开始了。由郑州知名专家“坐镇”，市妇幼保健院多个学科的专家
通力合作。手术在局麻状态下进行，通过超声定位引导，先将胎儿镜经
左下腹 3 毫米小切口进入羊膜腔，在受血胎儿和供血胎儿之间的羊膜
分隔处精准找到吻合血管，接着用激光切断胎儿之间的血流交换“通
道”，
之后抽取了 800 毫升羊水。
在孕妈妈子宫内为胎儿动手术，风险之高、操作之难可想而知，非
常考验术者的经验、技术和手法，术中每一步都可谓“步步惊心”。因前
期有一定经验，
多学科团队配合默契、操作娴熟，
手术安全顺利完成。
术后复查超声，双胎不再相互输血；继续观察胎心及宫缩情况，一
切正常。
张女士明显感到胸闷憋涨的情况大幅缓解，
她和家人这几天悬
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谱写生命“新乐章”
目前，张女士状态良好，两个“小宝宝”情况逐渐好转，供血儿羊水
量逐渐增多，
膀胱内已有尿液。
出院回家之际，
张女士激动不已，
再三道
谢：
“市妇幼保健院医疗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医护人员技术精湛、
医德高尚，
帮我保住了两个宝宝，
让我的人生更加幸福、圆满，
非常感谢
你们！”
针对双胎输血综合征，胎儿镜下胎盘吻合血管激光电凝术是目前
唯一的根治性治疗方法，
也是胎儿医学领域最高水平的技术操作之一，
国内近几年才有少数医院开展。早在今年 3 月底，市妇幼保健院就引进
了国内先进的胎儿镜设备，
在我市率先开展了这项新技术，
填补了省市
此项医疗技术空白，
开启了我市胎儿医学新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经常听说腹腔镜、宫腔镜、胃镜，
却很少听过胎
儿镜。据程霜花介绍，胎儿镜又叫羊膜腔镜，是一种很细的光学纤维内
窥镜。
进入羊膜腔后，
胎儿镜像医生的眼睛一样，
可以直观地与胎儿“面
对面”，查看胎儿生活的小世界。还可用于在胎儿未出生时进行体表畸
形的诊断，
经胎儿镜行多种胎儿宫内手术治疗，
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远远
大于经济效益，
将惠及更多孕妇和家庭。
胎儿镜技术的成功开展，标志着市妇幼保健院母胎医学技术的飞
跃，
增强了全体医护人员前行的信心和动力。
作为我市唯一国家级三级
甲等妇幼保健院，
也是全市唯一具有产前诊断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
该
院将一如既往开拓进取，
不断攀登医学高峰，
使临汾及周边地区广大群
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先进、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

市妇幼保健院胎儿镜技术再获突破
——

——我市控烟行动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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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泌尿系统结石的发病率有增加趋势，
据最
新调查显示，
约 1/17 的成年人患有肾结石。
有的患者误以为，只要打止疼针后腰不疼了就万事大
吉，
其实不然。
日前，
记者在市中心医院采访时，
泌尿外科主
任许建利说，泌尿系统结石的危害主要表现在结石可引起
尿路梗阻、感染和损伤。
输尿管结石是肾结石掉入并阻塞在
输尿管所致，一粒小小的肾结石，进入狭小的输尿管管腔，
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除了反复剧烈疼痛发作外，
还可
诱发感染高热、长期肾积水，可造成肾脏功能减退甚至丧
失。
所以说“石头”
不大危害大。
许建利说，泌尿系统结石的复发率高达 50%以上，
因此
结石的预防重于治疗，
根据结石的成分可进行个体化预防。
一级预防可适用于所有的结石患者。一旦确诊得了泌
尿系统结石，每天液体摄入量要保持在 3L（相当于 6 瓶矿泉
水）以上，保持每天尿量在 2.5L 以上；而胱氨酸结石患者应
保持每天的尿量在 3L 以上。此外，因结石成分的排泄多在
夜间和清晨出现高峰，因此，睡前、睡眠中起床排尿后也要
饮水 300-500ml。
二级预防，需要根据不同尿结石的不同成分进行饮食
预防。
含钙结石应采取低钙饮食。
尽量避免摄入富含草酸的
食物，包括菠菜、苋菜、芹菜、莴苣、竹笋、土豆及豆制品、巧
克力、红茶、可乐、咖啡、坚果等。每天钠盐的摄入量应少于
2g。减少西红柿、草莓等维生素 C 含量高的食物摄入，每天
的蛋白质摄入量不超过 80g；尿酸结石要限制蛋白质摄入
量。多食用新鲜蔬果，避免过多食用嘌呤丰富的食物，如动
物内脏、家禽皮、蘑菇、甲壳动物、扁豆、凤尾鱼、沙丁鱼、鱼
子、红茶、咖啡等，忌吃海参、海鱼、海带、海菜等海产品，不
宜饮酒，以细粮为主；感染性结石在加强控制感染的同时，
应采用低钙、低磷饮食（如藕粉、粉条、白菜、卷心菜、蛋清、
芹菜、西红柿等），并宜食酸性食物，减少摄入奶制品、加了
磷酸的柠檬汁、可乐等；胱氨酸结石患者最好以素食为主，
可多食柑橘
或果汁 ，避免
名医
摄入大量高
甲硫氨酸饮
临 汾 日 报 社
食，如蛋、鱼、
合 办
临 汾 市 中 心 医 院
肉、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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