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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生 活

天津市东丽医院产科，是一个有着
多年良好口碑和医德传统的特色科室。
作为天津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天津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科主任张国美，
一说起带领产科医护人员多年摸爬滚打
的工作，充满感慨。她说，相比于其他科
室，产科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病
人”，每一位产检生育的孕产妇都带着一
种将为人母的兴奋和即将面对一种未知
生活和身体状况的不安与焦虑，产科医
生的工作不仅是让她们生一个健康的宝
宝，还要还原她们一个身心健康的自
己。为此，东丽医院产科始终秉承着“产
前指导、产后关怀、母婴安全、身心健
康 ”的宗旨，不断提高医护水平，优化工
作流程，狠抓服务细节，提升服务质量，
用涓涓细流滋润孕产妇心田，用拳拳爱
心守护母婴平安健康，赢得了广大孕产
妇及家属的信任和好评。

生命至上
为母婴安康保驾护航

东丽医院产科作为东丽区危重症孕
产妇抢救中心，时刻把孕产妇生命放在
首要位置，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全力抢救
危重症孕产妇，用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
德，诠释着生命至上。

前不久，东丽医院急诊收治一名孕
妇。医生王均明为其做检查时，发现

该孕妇脐带脱出，能触及脐带搏动。
测量胎心时，发现胎心降到 102 次/
分，而正常胎心是110-160次/分。如
果不及时抢救，会发生胎死宫内的危险
情况。

时间就是生命。“救孩子”是王大夫
头脑中第一反应。“给产妇吸氧、抬高臀
部、外阴消毒……”王均明大夫沉着应
对，立刻请示二级医师张春萍主任医师，
同时迅速展开一系列抢救措施，并迅速
通知手术室做好手术及抢救新生儿的准
备工作，将病人从急诊直接推到手术室，
以最快的速度剖宫产将新生儿娩出，产
科主任张国美及新生儿科孟主任及时赶
到手术室抢救现场。为了保护胎儿，术
前大夫始终保持托举的动作，这样赢得
了新生儿抢救成功的几率。新生儿出生
后，虽然处于重度窒息状态，但是在产科
和新生儿科两位科主任，麻醉医师共同
努力下，采取吸氧、保暖、刺激、正压通气
等一系列复苏抢救。随着婴儿的一声啼
哭，新生儿逐渐恢复自主呼吸，各项生命
指标缓慢回升，在场医护人员才得以长
长地松了一口气。

像这样高强度、多科室合力抢救孕
产妇危重症突发的事件时有发生。产
妇高某，因前置胎盘、单脐动脉、羊水过
多、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肥胖Ⅰ级、
妊娠合并贫血、脐带绕颈三周待产入
院。因其妊娠期并发症较多，且前置胎

盘自然分娩的危险性较大，经多方论
证必须进行剖宫产术。手术中，产科
医生发现该产妇腹腔中有两条条索状
韧带。由于产妇解剖结构异于常人，
对于这样疑难病症，需要多科室协同
作战，共同解决难题。产科一方面申
请与泌尿科、普外科会诊，另一方面要
保证胎儿尽快娩出。在产科医生的共
同努力下，一名健康的女婴成功分
娩。然而，手术并没有结束，产妇有前
置胎盘且合并贫血，产科医生给予强
力缩宫药物，预防出血。在缝合的过
程中，普外科和泌尿科两位主任共同
参与了手术会诊，并给出了指导意
见。随后发现产妇出血量较多，产科
主任张国美赶紧使用了其他缩宫药
物，促进子宫收缩，又在手术室观察了
一个多小时，直到产妇生命体征平稳，
才将产妇送回病房。

东丽医院产科对特殊产妇的及时
准确研判，体现了医护人员过硬的医疗
水平和医者仁心的责任担当，她们以良
好的工作状态和作风，为母婴安康保驾
护航。

关爱产妇
让她们平安度过孕程

怀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大喜
事。而对孕妇来说，不仅要做好迎接宝
宝的各项准备，还要忍受孕期所带来的
妊娠反应、分娩时身体的剧烈疼痛等，更
要承受来自心理上的压力。从怀宝宝的
那一刻开始，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就会
困扰着孕产妇。

据权威部门统计结果显示，孕产妇
患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呈逐年上升趋
势。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出生缺
陷，预防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东丽医院
产科注重孕期保健，做了产科微信公众
号，推送孕期、分娩、产后护理及育儿等
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开设了孕妇学
校，由科室人员讲解孕期产检、心理辅导
等；设立孕前咨询专家门诊，由产科主任
张国美坐诊，开展医学咨询和孕前准备
工作。孕前咨询对象包括：准备怀孕的
育龄妇女；既往有心脏病、内分泌疾病、
高血压、肾炎等疾病的妇女；生育过畸形
儿或有不良产史者。咨询内容包括：孕
前准备、血糖控制、药物使用、孕期饮食
等。还开设了24小时母婴服务热线，随
时解答母乳喂养问题，受到孕产妇和家
属的一致好评。

孕妇孕期的情绪和营养，会直接影

响胎儿健康，而孕妇的孕期妊娠反应，除
生理因素外，心理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为了弥补短板，张主任学习了两年心理
学。在张主任坐诊时，许多孕妇都找她
聊天，敞开心扉，倾诉孕期遇到各种困
惑，希望能得到主任点拨。张主任与孕
产妇推心置腹交流，帮她们化解忧愁。
通过情感投入，用心呵护孕产妇，换来了
孕产妇对她的信任。孕妇邢帅说：“我愿
意在这儿多待会儿，听听主任给予建议，
心里就踏实些。”张主任不仅仅对孕产妇
本人进行心理调适，对孕产妇家属也真
诚引导，改变了他们对孩子的过度关注，
而对孕妇感受的忽略，让孕产妇更多地
得到家人们关怀。

张主任常说：“孕妇保养好了，宝宝
才会健康。”孕妇妊娠反映吃不下饭，而
家属偏让吃，给该孕妇造成了心理压
力。张主任说：“宝宝的营养是通过孕
妇身体里的营养而获取的。孕妇饮食
要少量多餐，营养丰富，均衡膳食。”孕
妇想得太多，心事重重，焦虑万分。张
主任说：“你焦虑的情绪，会影响到孩
子。如果在怀孕过程中，你有不明白的
问题，我可以帮你解答。”医生的专业指
导、情感投入、换位思考，使许多孕妇能
够听取张主任的建议，调整心态，改正
不良的习惯。张主任会把自己的微信
号留给孕妇，随时解答她们的心理问
题，做好心理疏导。

东丽医院产科以周到服务，细致工
作，让孕产妇放下思想包袱，以良好的心
态迎接宝宝的出生。

优化环境
提供有温度的服务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分娩，对于
女性来说是一项艰巨而痛苦的历程。
为提高自然分娩率，东丽医院从产妇角
度出发，开展无痛分娩技术、无保护分
娩、导乐分娩等技术。特别是从2017
年起，在产科主任张国美的带领下，联
合麻醉科率先运用了椎管内麻醉的无
痛分娩技术，该技术可以极大地减轻产
程中的疼痛，使产妇在第一产程得到充
分的休息，精神及身体的松弛又可以加
速产程的进展，第二产程有充足的体力
进行分娩，让产妇平安度过产程。为
此，东丽医院成为天津市第一批分娩镇
痛的试点单位。

对于产妇，东丽医院产科不但保证
母子的生命安全，还有更人性化的服务，
是对产妇腹部切口处理，医生尽量做到

切口的美观，减轻产妇产生的身体焦虑。
东丽医院产科注重科室专业发展，

不断加强业务培训，规范产科诊疗及护
理规范，掌握产科领域的新知识、新技
术，了解产科发展的新动态、新趋势。她
们邀请天津市中心妇产专家进行胎心监

护讲解，开展新生儿复苏等前沿技术的
培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救治的能力。
此外，产科主任张国美强化对医护人员
管理，叮嘱医护人员关注产妇的恢复情
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还要求对每一
位即将出院的产妇进行出院健康宣教和
饮食指导，同时对新生儿父亲进行育儿
技能的培训，张主任说：“我希望，你们把
病人当作自己的姊妹，给她们亲人般的
精心呵护。”正是这样严格的管理，待孕
产妇为亲人，让那些在东丽医院分娩的
孕产妇感受到了来自医护人员暖心的服
务，减轻了分娩之痛，增添了初为人母的
幸福感。

在张国美的带领下，东丽医院产
科抢救重度子痫前期、子痫、前置胎
盘、胎盘早剥及产后出血、失血性休克
和血小板减少等急危重病人；开展宫
腔纱条填塞术、球囊填塞、子宫背带式
缝合和子宫动脉结扎术及介入治疗，
避免产后出血患者子宫切除，保留了
患者的生育能力；利用产钳助娩技术
多次成功抢救胎儿等。还不断优化服
务环境，提高服务质量，以过硬的医疗
技术，赢得社会的广泛好评。下一步，
产科还将开设“LDR”，即待产、分娩、
产后恢复的单人房间，为产妇提供一
个更加舒适、轻松又安全的生产环境，
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东丽医院产科

用心守护母婴身心健康
全力打造优质特色科室

记者 张轶娜

随着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接种，
近期和新冠病毒疫苗相关的谣言又
跟着散布起来。“新冠病毒疫苗5月
份要收费”“第二针晚打就前功尽弃”
“接种疫苗后要喝2000ml的水”“打
完疫苗一周内不能喝咖啡”……今
天，我们就来集中辟谣！

谣言1：近日，有消息称新冠病毒
疫苗5月要收费。

真相：新冠病毒疫苗全民免费
接种，个人不承担成本和接种费
用。在居民知情、自愿情况下，接
种费用都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
同负担。

谣言2：首剂接种后2到3周内必
须接种第二剂，晚了就前功尽弃。

真相：根据新版的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指南，对于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来
说，3周到8周内接种第二剂即可。
而且，第一剂接种完后，即可产生保
护抗体，第二剂接种时间不影响第一
剂的效果。

谣言 3：网上有言论称“通过
疾病获得免疫比通过疫苗获得免
疫好”。

真相：通过天然感染获得免疫可
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疫苗与免疫
系统相互作用产生的免疫反应与通
过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反应类似，但
疫苗一般不会导致疾病，也不会使受

种者受到潜在并发症的威胁。
谣言4：打新冠病毒疫苗前吃好

饭喝足水，能避免不良反应。
真相：疫苗的不良反应与疫苗的

生物学特性、人体的个体差异有关，
与饮食无关。但专家也建议，尽量避
免空腹接种疫苗，主要是避免出现低
血糖症状。

谣言 5：打完新冠病毒疫苗后，
喝2000毫升的水，能避免不良反应。

真相：适量喝水是维持人体健康
的前提，但与接种疫苗的不良反应无
直接关系。短时间内过量喝水，容易
导致机体不适。

谣言 6：打完新冠病毒疫苗后，
不能运动，否则会降低机体免疫力。

真相：打完疫苗后可适度运动，
不会降低人体免疫力。不过，建议避
免剧烈运动，这是为了防止因运动过
度而让身体不适。

谣言 7：打完新冠病毒疫苗后，
一周内不能喝酒、喝咖啡、喝茶，不能
吃海鲜、牛肉等。

真相：接种疫苗与饮食没有直接
的关系，无论接种前还是接种后，都
可正常饮食。专家建议，为了保持身
体健康，避免饮酒，避免吃平常就容
易导致过敏的食物。

谣言 8：新冠病毒变异了，疫苗
可能是白打了。

真相：从全球对新冠病毒变异的
监测情况看，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病毒
变异会使现有的疫苗失效。虽然病
毒一直在变异，但到目前为止，它的
临床特性并没有改变。

目前科学家发现，国产疫苗对部
分国外变异新冠病毒仍有效果，即使
预防轻症的保护效力有所降低，但预
防重症的保护效力仍旧比较高。

总之，病毒变异是正常现象，不
能因为病毒变异，就对疫苗接种没有
信心。

谣言 9：疫苗接种后，保护期只
有半年。

真相：目前只有半年的疫苗接种
后数据，而不是“只能保护半年”。

国家卫健委近日公布，目前通过
接种者抗体水平监测，大概是6个月
以上。这是目前监测到的抗体水平
时间，不代表免疫只有这些时间，并
且，抗体也不是唯一衡量疫苗保护的
指标。

专家特别指出，目前关于疫苗的
免疫持续性研究还在持续观察中。
而针对率先接种过疫苗的“先锋队”
研究发现，接种者目前已经获得了9
个月的抗体监测数据。专家们也在
继续加强监测，疫苗更长期的保持效
果需要做进一步观察。

（区疾控中心供稿）

新冠疫苗相关问题辟谣

产科医护人员正在抢救

产科主任张国美为产妇作心理疏导

开展业务培训

（上接第13版）
夏新在致辞中说，中国共产党100

年的辉煌历程，是一部中国人民与中
国共产党同心同德、浴血奋战的开拓
史，也是一部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
拼搏奋进的奋斗史，广大青年要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学好党
史，传承五四精神，牢固建立为党和人
民事业不懈奋斗的思想基础，以忠诚
之志勇立时代潮头。全区各级共青团
组织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的光辉旗帜，坚持思想立团，以
学党史为基本点，以强信念为总开关，
以跟党走为总目标，在为人民服务中
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在
实践锻炼中增长本领、在担当作为中
展现风采，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李龙、夏新为第三届“东丽区青
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颁奖；区领导刘
伟、闫峰为五四红旗团组织代表颁
奖；区领导李旭、田先钰为优秀共青
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代表颁奖。

随后，举办文艺演出活动，活动
在红歌联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唱
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中拉开序幕，手语歌曲《听
我说谢谢你》生动诠释了白衣战士
的初心和使命；相声《网格趣事》、三
句半《新社区 新治理 行动才够
“格”》说出了社区里一件件感人的
故事和趣事；话剧《春天里的述说》
表达了一代代中国科学家们用青春
诠释着科技强国的伟大梦想；节目
精彩纷呈，大会在合唱《歌唱祖国》
中结束。

传承五四精神
让青春绽放
绚丽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