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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血液中心
柳州日报社

无偿献血无偿献血 利国利民利国利民
联办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范
桢）自10月17日西北地区旅游
活动引发疫情以来，短短一周
疫情已累计波及 11 个省区 20
个地区，涉及 13个旅游团或自
驾游，疫情传播链进一步延
长，形势严峻。 10 月 25 日，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紧急
提醒，请广大市民支持配合防
控措施。

疫情防控你我有责，为了
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主动配合
做好以下防控措施：主动报
备，有官方公布的中高风险区
和疫情发生地旅居史人员，与

病例活动轨迹有时空交集的人
员，健康码黄码或红码的人
员，通过各种方式获知自己属
于重点监测的人员，请立即主
动向所在社区、单位、酒店报
备相关情况，并配合做好核酸
检测、医学观察或健康监测等
疫情防控措施。建议所有区外
来柳返柳人员在抵柳后尽快做
1次核酸检测。

配合排查。目前我市正组
织对中高风险地区和疫情发生
地区来柳返柳人员开展排查健
康监测工作，如您接到排查信
息，请您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

作人员相关工作，客观真实回
答有关问题，以便疫情防控人
员能够及早识别风险排查隐
患。

减少聚集。聚餐聚会要严
格控制人数，提倡婚丧嫁娶简
办，减少人员聚集。会议活动
坚持非必要不举办原则，倡导
线上举办，尽量减少线下人员
规模。在前往人员聚集较多
的 公共场所 （如文艺体育场
馆、展览展销场馆、大型活动
现场、棋牌室、电影院等公共
场所） 前，要主动了解疫情防
控要求，提前预约，避免扎堆

聚集。
谨慎出行。提倡区内游、

自驾游，今冬明春尽量减少跨
省游，错峰出游。如无必要，
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或已有病
例报告的地市。如确需前往，
请提前报备并全程做好个人防
护，返柳后需做核酸检测并隔
离观察14天。

做好防护。广大群众要继
续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防护意
识，养成随身携带口罩和科学
规范佩戴口罩 （尤其是在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公共场所活
动时）、勤洗手、常通风、保持

安全社交距离的卫生习惯；不
扎堆、不聚会，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

及时就医。如出现发热、
咳嗽、腹泻、乏力等症状，要
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及以上级
别口罩，及时到就近的发热
门诊进行排查和诊疗，就医
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

接种疫苗。符合接种新冠
疫苗基础针和加强针条件的人
群，请尽快完成接种。万众一
心，建立免疫屏障，保护自
己，保护家人，保护他人。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宋
美玲） 疫情期间，养老服务机
构如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日前，市卫生健康委
发布了养老院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防护指南。

指南明确，养老院要做好
口罩、洗手液、消毒剂等防疫
物资储备，制定应急工作预
案，落实单位主体责任，加强
人员培训；建立健康监测制
度，每日对老年人及员工健康
状况进行检测；完善健康档
案，加强对老年人原有疾病及
症状监测，提前做好出行、就

诊计划；注意加强对老年人情
绪疏导和心理干预。

养老院工作人员要做到疫
苗“应接尽接”，接种疫苗后仍
需注意个人防护，工作期间全
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
别口罩并及时更换。避免用未
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打
喷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
或采用肘臂遮挡。

养老院入口处要设置体温检
测岗对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封闭管理期间不允许外来人员探
访。非封闭管理期间允许探视
的，探视人员需佩戴一次性医

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体
温检测正常、完成健康码核验
并登记后方可进入。养老院必
要时可实行探视预约管理。

养老院还要加强办公区域
和室内公共活动区域通风换
气。如使用集中空调，开启前
需对冷却塔进行清洗，保证新
风口清洁，检查设备是否正
常、新风口和排风口是否保持
一定距离。集中空调以最大新
风量运行，加强对冷却水、冷
凝水等卫生管理，定期对送风
口设备和部件进行清洗、消毒
或更换。分体式空调使用期内

需定期清洗消毒。老年人也要
加强居室通风换气，气温适宜
时首选自然通风。

养老机构内设食堂的，应
当严格遵守原料控制、餐具饮
具清洁消毒、食品留样等规
定。养老院的公共卫生间要配
备足够的洗手液，确保水龙头
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有条件
的养老院可在公共卫生间及居
室门口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或感
应式手消毒设备。养老院内的

垃圾要“日产日清”，清运过程
中应采用密闭化运输。

当养老院内出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时，应及时将患者送定
点诊疗机构救治。同时，要对
密切接触者做好隔离观察和核
酸检测，在当地疾控机构指导
下对相关场所进行终末消毒，
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消
毒处理，经卫生学评价合格后
方可重新启用。

主动报备 配合排查
市疾控中心建议，所有区外来柳返柳人员应尽快做核酸检测

加强健康监测 做好通风消毒
市卫生健康委发布养老院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防护指南

年满 88 岁的黄老伯没有想
到，在自身患有心脏病等多种基础
疾病的前提下，令他苦恼不已的横
结肠癌，在广西科技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胃肠外科找到了解决之道。

提起黄老伯的这场手术，广西
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
任蒋世海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

“手术很成功，黄老伯恢复
得也不错，看到他这样的状态，
我们做医生的就放心了。”蒋世海
说，黄老伯入院时被诊断为横结
肠癌，术前还合并有不完全性肠
梗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
病 PCI 术后、心脏扩大心功能 III
级、2型糖尿病、高血压 3级极高
危组、前列腺增生、左肾结石、
左肾囊肿、肝囊肿等多种基础疾
病，麻醉手术风险极大。

为能顺利地给黄老伯进行手
术，术前，科室团队组织开展多学
科联合诊疗。该院重症监护室、心
血管内科、麻醉科、泌尿外科、临
床护理等学科专家进行了充分评估
讨论，并采用加速康复外科的理念
与路径制定充分的手术、麻醉前准
备与治疗方案。术中，麻醉医师采
用对患者心肺脑功能影响较小的区
域麻醉技术，优化循环、呼吸、液
体、体温等方面管理。

最终，在以蒋世海为主刀医
生的胃肠外科手术团队和其他专
科专家协作下，黄老伯这场腹腔
镜下结肠癌根治术得以顺利完
成，术后第一天他就能进食，第
二天就能下床活动，第十二天已
经康复出院。

高 龄 重 病 黄 老 伯 手 术 的 成
功，只是该院胃肠外科为患者积
极开展治疗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科在蒋世海主任
的带领下，积极探索实施先进、
精准的个体化手术方法，并依托
全院多学科协作模式及快速康复理念，实现了各专业
的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也在高龄疑难危重治疗方
面，走出了一条以“科研指导临床、临床促进科研”
的科学发展之路。

除常规开展超低位直肠癌管状吻合器吻合手术、
拉出式结肠肛管吻合术、经腹骶直肠癌根治术、经腹
贲门癌根治术、直肠黏膜环行切除术（PPH）、内镜下
胃结肠肿瘤等微创切除术外，经过不断提升技术，该科
还能顺利开展胆囊切除术、阑尾切除术、甲状腺切除
术、甲状腺癌根治术、肠粘连松解术、小肠切除术、右
半结肠切除术、左半结肠切除术、乙状结肠切除术、结
直肠癌根治术、胃部分切除术、胃癌根治术、切口疝
及腹股沟疝修补术及腹部肿瘤等腹腔镜手术。

此外，广西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不仅
持续深化康复外科和多学科协作，还能更科学地规范
胃肠道肿瘤、腹部肿瘤及甲状腺等疾病的综合治疗，
为患者减少了应激及并发症，进而缩短住院时间，为
促进患者的康复和提升生活质量持续“加速度”。

蒋世海说：“在医学方面，学习永无止境，我们
会继续结合临床实践与理论基础，重视临床病例总结
及课题研究，力争在守护群众健康这件事上，做得更
好！” （吴祉婧）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宋
美玲） 10 月 22 日上午，由市
红十字会和市人民医院携手
创办的“重获新声”贫困患
者人工耳蜗资助项目在市人
民医院正式启动。农村困难
户、城市低保户及其他低收
入贫困家庭的重度听力障碍
患者将在该项目帮助下重回
有声世界。

据了解，耳聋是我国发病
率较高的耳鼻喉科疾病之一。

植入人工耳蜗是帮助重度听力
障碍患者回到有声世界最有效
的手段。但人工耳蜗造价昂
贵，植入耳蜗还需付手术费及
术后康复费用，这让许多家庭
贫困的患者不得不放弃治疗。

“重获新声”贫困患者人工耳
蜗资助项目用爱把耳朵“叫
醒”，将让我市更多失聪患者
从中受益。

项目资助对象为家庭收入
低、但能筹措除项目资助以外

的手术和康复费用的患者。患
者的相关证明材料由村 （居）
委会、乡 （镇）、街道办事处
以上行政机构出具。资助对象
就医地点为市人民医院，符合
人工耳蜗植入标准的病例为
所有 0-7岁语前聋、14岁以下
语后聋、 14 岁以后语后聋的
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需
要注意的是，符合人工听觉植
入手术条件，但耳蜗完全缺
失、内听道严重狭窄、蜗神

经 存在严重问题，患有精神
病、智力严重障碍、孤独症、
IV 级以上脑瘫、先天性心脏
病未治愈或其他外科常规手
术禁忌症的患者，不能申请
人工耳蜗资助。

项目将根据申请患者治疗
需要和家庭经济状况给予每人
1 万元至 5 万元资金，补助患
者治疗期间人工听觉植入手
术费用和材料费用。资助款
项由市人民医院直接划拨到

患 者 在 该 院 的 住 院 账 户 中 ，
住院期间其他费用及超出资
助额外的手术费用由患者家庭
自理。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唐利林在项目启动仪
式上表示，市红十字会将保证
专款专用，定期公布救助进展
和善款使用情况，“公开、公
平、公正”做好基金的规范管
理，确保资金用到最需要帮助
的患者身上。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宋美玲报道摄影） 10月 24
日，龙城街头增添了一抹亮色——约 120名志愿者穿上
红马甲、挥舞小红旗，走上柳州街头宣传无偿献血知
识，号召更多市民参与无偿献血。据了解，这是市阳光
志愿者联合会与广西血液中心联合开展的“捐献热血
分享生命”无偿献血、徒步行宣传招募活动。

当天中午，志愿者们在市人民广场献血屋前开展无
偿献血知识有奖问答，并沿市人民广场、龙城地下商业
街、柳江大桥、鱼峰路、龙城路等路段徒步，向过往市
民发放无偿献血宣传册。

“希望通过我们的宣传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公益事
业，让无偿献血的队伍壮大起来。”市阳光志愿者联合
会负责人袁力军介绍，市阳光志愿者联合会成立于2014
年，成员近 1500人，70%为在校大学生。联合会每年都
会组织各大高校的志愿者开展类似的无偿献血招募公益
活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参与此次活动的志愿者多
来自广西科技大学、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柳州
职业技术学院和柳州工学院等院校。

徒步行宣传结束后，符合献血条件的志愿者们纷纷
撸袖献血。据统计，当天共有 40名志愿者在市人民广
场献血屋完成献血，献血量共计 11500毫升。在志愿者
们的宣传号召下，另有 36位爱心市民走进献血屋，共
捐献血液13000毫升，有效保障我市临床用血需求。

日报消息（通讯员杨英） 10月 21日至 22日，由
独立第三方研究机构广州艾力彼主办的 2021GAHA智
慧医院大会在广州举行。市工人医院互联网医院平台
在会上亮相并获“2021届艾力彼医院竞争力智慧医院
HIC （医院信息竞争力） 地级城市医院 50 强”和

“2021智慧医院HIC案例大赛”一等奖两项殊荣。
据了解，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0

月 14日发布《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 （2021-
2025年）》，其中明确提出把电子病历、智慧服务、
智慧管理“三位一体”的智慧医院建设作为医院基本
建设的优先领域。

2020年 10月，市工人医院获得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颁发的“互联网医院执业许可证”，成为广西首批
拥有互联网医疗资质的公立医院。市工人医院互联网
医院是运用区块链和 5G技术提供信息安全、人工智
能、远程服务的智慧医疗服务平台，旨在将实体医院
线下服务线上化，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

经过四年更新迭代，如今，市民通过互联网医院
微信公众号及微信小程序即可完成扫码绑卡、在线审
方、查看电子病历、医保支付、查询手术进程、远程
图文或音视频咨询、预约挂号、核酸自助开单等一系
列操作。信息化技术全面贯通患者诊前、诊中、诊后
各环节，有效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截至 10月 20日，
市工人医院互联网医院平台服务总量达 2347 万人
次，在线咨询服务总量 52.6万人次，平台日服务 5万
多人次，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

“线上看病”让百姓少跑腿
市工人医院互联网医院获两项殊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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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外科医生正在动手术。
（广西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供图）

我市启动“重获新声”贫困患者人工耳蜗资助项目

用爱把耳朵“叫醒”

呼吁更多市民
奉献爱心

约120名青年志愿者
走上街头宣传无偿献血

等待参与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在等待参与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在
市人民广场爱心献血屋前排起长队市人民广场爱心献血屋前排起长队 志愿者向市民宣传无偿献血知识志愿者向市民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志愿者排队进行采血检测志愿者排队进行采血检测

加强疫情防控 加快疫苗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