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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口好牙，才能笑口常开
周六，来老顽童俱乐部听爱牙护牙讲座
荆门晚报记者 李力

不管是甜的还是酸的， 一吃就牙疼，
吃不香、睡不好；牙缺失了，不敢开怀大
笑，牙槽也渐渐萎缩；长期戴假牙，导致口
腔三天两头溃疡；牙齿松动、口臭让人苦
不堪言……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
牙齿是人体中最坚固的器官， 但同
时牙齿又是很容易“生病”的器官。 龋病、
牙周疾病是 损 害 人 们 口 腔 健 康 的 常 见
病、多发病，更是危害儿童青少年健康和
生长发育最常见的口腔疾病。 据调查，中

国约有 6 亿 -7 亿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
牙病，其中以患龋病为最多，人均有 2 只
龋齿以上， 全国约有 20 多亿只龋齿；牙
周疾病患病率高达 80%。 没有了健康的
牙齿，可不仅仅是吃饭不方便这么简单。
口腔病灶内的细菌和病毒可以通过血液
和淋巴液传到全身组织和器官， 引发慢
性炎症，严重可危及心脏健康，诱发肺部
感染、糖尿病，导致妊娠期妇女早产，危
及胎儿健康。

爱护牙齿，每天刷牙就够了吗？ 周六，
老顽童俱乐部特邀请小白兔口腔医院的
王军新院长，为大家讲一讲如何爱护我们
的牙齿。 王军新从事口腔临床工作多年，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多次参加国内外口腔
学术交流会，不断学习口腔新技术和新理
念， 能熟练诊治临床口腔牙体牙髓病、牙
周病，掌握口腔外科及修复技术。 讲座当
天，小白兔口腔医院的工作人员还将现场
为大家免费检查口腔健康情况，并给以爱

荆门晚报讯（记者郑连兵 通讯员
程戎）又到膏方进补时。 昨日，市中医

非常满意，她拿着专家开的方子前去
制作膏方。“请您帮我开下治疗慢性
支气管炎的膏方。 ”在省中南医院张
华玉教授的诊疗台前， 家住钟祥、50
岁的赵先生对专家说。 原来，赵先生
去年开始每天早起时就会咳嗽，且痰
多。 在市中医医院去年的膏方节买膏
方吃了一个冬天，效果很好。 听说该
院今年的膏方节 7 日开幕的消息后，
一大早专程从钟祥赶过来。
“膏方一年四季都可服用，以冬
季服用效果最佳。 像哮喘、支气管炎
等易在冬春发作的疾病，也可在夏秋
时服膏方进行调养。 服用膏方应掌握

适当的时间、禁忌、保存方法。 另外，
药膳、足浴、足贴、药酒等在中医养生
方面的功效也是不错的。 ”市中医医
院养生堂主任袁籍介绍，现在开膏方
的除了中老年人和慢性病人，要求开
膏方的年轻人，特别是亚健康的中青
年群体也越来越多。
据了解， 市中医医院今年的膏方
节时间为 11 月 7 日至 11 日。 该院从
2014 年开始， 每年举办一次“膏方
节”，目的是为了向广大市民普及中医
养生、冬令膏滋调补知识，指导人民群
众科学进补， 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身
体素质，贯彻
“
治未病”的科学理念。

市妇保院举办首次 N3 级护士考核汇报会
荆 门 晚 报 讯 （通 讯 员 董 婉 秋 ） 为促
进各科护士之间在创新优质护理服务
工作经验方面的交流， 进而提升全院
整体护理工作水平， 10 月 29 日 -31
日，市妇幼保健院举办首次 N3 级护士
工作考核汇报会。 全院 30 余名 N3 级
护士参加了此次考核汇报， 护理部主
任、 各科室护士长及部分低年资护士
代表担任考核评委。
本次汇报会精彩纷呈，N3 级护士
们精神饱满，思路清晰，结合科室护理
工作实际情况， 以图文并茂的 PPT，沉
稳流畅的讲解了各自一年的工作、创新
服务的举措、工作存在的不足、今后努
力的方向。此次护理工作考核汇报对象
虽以 N3 级护士为主，但汇报内容全面
呈现了近些年来市妇幼保健院在护理
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产房通过开展无

痛分娩大大降低了剖宫产率，并将院外
培训中学到的新的技术和方法应用于
助产中，使分娩侧切率得到了较好的控
制；儿科护士们积极开展中医治疗新业
务扶阳罐以及免费三伏贴的活动得到
了广大患儿及家长的认可；手术室护士
们不断改进工作，将正确的手术体位以
真人示范的图片形式向患者宣教，让患
者更能直观了解，从而增强了患者配合
度；外乳科护士们通过改进 PICC 置管
方式， 在 B 超下置管很大程度提高了
PICC 置管成功率……
汇报中，各评委现场评分，全院 30
名 N3 级护士 27 人考核优秀，3 人考
核合格。 此次考核汇报，让大家更加明
确了各自岗位上的职责，同时，推动了
N3 级护士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
展示她们自身成长进步的同时， 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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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座 地 址 ：老 顽 童 俱 乐 部 （象 山 二 路
家属院北行最后一栋楼二楼）
讲座时间：11 月 10 日上午 8 时
报名热线：6093508 李记者

急诊五年

昨日，市中医医院第五届膏方节启动
医院第五届膏方节在该院门诊大厅拉
开帷幕。 当天上午，来自省中医院、省
中南医院及市中医医院的膏方专家现
场免费为 200 多位市民开具了个性
化滋补膏方。下午，省中医院的李云君
教授还进行了膏方知识讲座。
昨日 8 点不到， 得知市中医医院
膏方节开幕消息的市民早早就来到了
医院门诊大厅。 8:30 活动开始，
“
中医
专家义诊区”“中医适宜技术操作区”
“
膏方传统工艺制作区”
“
中医产品展示
区”各展台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在
“
中医适宜技术操作区”， 医院康复科、
治未病科、推拿科、针灸科、养生堂等科
室的工作人员免费为市民进行推拿、
艾灸、刮痧、李氏砭法等中医适宜技术。
在“中医专家义诊区”，手拿着号
码条等候专家辨证开膏方的市民排
起了长队。“您这是肝郁脾虚型慢性
盆腔炎，我给您开膏方进行调理。 ”来
自省中医院的李云君教授在听了 46
岁的张女士自述， 并为其把脉后说。
听了专家的诊断和治疗建议，张女士

牙护牙指导。
俱乐部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除了会
员可以参加外，同时对社会开放。 凡是想
听讲座的市民均可报名。 因场地有限，本
次活动限定 100 名人员参加。 名额先到
先得。

递了护理领域新动态，在激励护士们共
同提升的同时，更促进了医院护理工作
的持续发展，大家将各自工作中的“真
经”汇报交流出来，从而融入到全院护
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必将更进一步提高
全院护理工作效率，提升整体护理服务
内涵。

共养共享 万亩推广
共养石斛 共享健康
万亩铁皮石斛专业种植联盟推广中心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原本以为只会出现在电视剧里的画面， 今天
真实的出现在我的工作中， 画面中的我跪在病床
上为患者行胸外按压， 而同时其他同事有条不紊
地推着病床快速转运患者。
将患者转入 ICU 与 ICU 的老师交接完工作
后，松懈下来的瞬间，整个人头晕脑胀、双眼发花、
四肢酸软无力，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回到
家忍住的泪水还落了下来，是为患者惋惜，也是因
自己能力有限而羞愧。
今年，是我从事临床第五年。 有人说医院是最
能见人心的地方，那么急诊室可看透世间百态、人
情冷暖。
急诊科是医院中重症病人最集中、病种最多、
抢救和管理任务最重的科室， 也是所有急诊病人
入院治疗的必经之路。 急诊科护士也是最操心的。
急诊科作为医院对外对内的衔接口，遇到“三无”
患者我们需要发动一切关系找家属。 抢救急危重
症患者时，我们要协调医院医学影像科、检验科、
电梯、病房专科医生，患者所需的一切急救措施和
设备迅速到位， 与死神赛跑为患者生命赢得更多
的希望。
每当夜幕降临， 住院部的护士小姐姐最担心
的就是接到来自急诊科的电话， 意味着她们原本
比较平静的夜班要被打破。 但对于急诊科而言夜
班是魔性的存在， 需要急诊科医护人员执着地坚
守。 一个星期 3 个夜班是常态，4 个夜班也不稀奇。
急诊科的夜班永远“丰富多彩”，好不容易把一群
醉酒患者安置完毕，再来一个洗胃患者，洗完胃做
完卫生处置写好各类记录本，警报再次响起，接诊
回来一名心跳呼吸骤停的患者……等一切尘埃落
定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升起，接班的同事都已开
始接手夜班同事还未完成的工作。
急诊这么累，还常常要上夜班。 记得我去进修
时房东问我：你学啥？ 我回答：急诊。 房东摇摇头
说：急诊最累，上一个房客也是学急诊的，搞了一
个星期就跑了。
我很庆幸我从事急诊科工作， 急诊所涉猎的
范围广，内、外、妇、儿、急诊心电图、急诊彩超、急
诊影像学、 呼吸机、PICC、CRRT、ECMO 等各种
仪器设备相关的适应症、禁忌症、操作流程。 在急
诊有着学不完的知识， 这份勤劳的职业鞭策我不
断的学习进步，完善自己，精进自己。 到某一天我
也可以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说：不因碌碌无为，虚度
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而卑劣，生活庸俗而
（荆门二医急诊科 陈薇丽）
愧疚。

欢迎您
地址：象山大道 52 号二楼二医斜对面益丰旁

咨询电话：0724-2342158

新闻／广告热线：2221025

13908699664

医
医护
护日
日记
记
邮箱：6591259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