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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
州中心支公司李辰峰不
慎 遗 失 执 业 证 ，号 码 ：
02000135050080002018030
49，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邓志琳不慎
遗失福建省医疗住院收
费票据，号码：00350838，
金额：4875.97元，开票日
期：2020年 5月 26日，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蔡良良不慎

遗失石狮泰禾商业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装

修 保 证 金 收 款 收 据 1

份 ，号 码 ：0016887，金

额 ：5000元 ，特 此 声 明

作废。

织造厂
杂工、清洁工、门卫

15659885000

遗失声明

人才市场

分 类 广 告

本报讯 今年11月14日是第14个

“联合国糖尿病日”，一般医生们称呼糖

尿病患者为“糖”友。近日，湖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吴医生接到e网血糖管理

系统发送的一条报警信息：“蔡××，血

糖值达到20.9mmol/L。”收到该信息，吴

医生立即致电蔡先生：“你的血糖值又升

高不少，最近饮食方面是不是没调整

好？有按时服药吗？……”作为蔡先生

的家庭医生，吴医生时时刻刻关注着系

统内已录入的“糖”友们的血糖动静，稍

有“风吹草动”就赶紧了解情况。

对于“糖”友们的关心，医护人员不

仅做这点事。近期，石狮市总医院内分

泌风湿科的护士们自主设计了一款胰

岛素笔存放盒，存放盒序号清楚，每格可

放两根胰岛素笔。另外，护士们还将胰

岛素笔的标志从手工书写改用条码打

印。由此，在注射胰岛素的高峰时段，护

士们就能快速、准确地找到病友的胰岛

素笔为其注射，缩短病友们等待时间，行

之有效地减少发生护理差错的风险。

据悉，该胰岛素笔存放盒应用于临床后，

病友及家属的反响非常好，纷纷对护士

们的巧思点赞。

“糖尿病患者对于饮食要严格控

制，这对控制血糖有很大益处。”石狮市

总医院内分泌风湿科的医生表示。那

么，糖尿病患者该怎么吃，医生也给出了

建议。

糖尿病人不应该拒绝主食，而是建

议食用复合型碳水化合物，即主食在精

米、白面的基础上，增加全谷物、薯类或

杂豆类食材，以多种碳水化合物的形式

摄入体内，全谷物食物保留了天然谷物

的全部成分，与精制的谷物相比，全谷物

可提供更多的B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

纤维等营养成分及有益健康的植物化

学物，而杂豆食物蛋白质含量达20%以

上，膳食纤维、钙和铁含量较高。此外，

碳水化合物的多样化也有利于血糖的

控制。

其次，多运动控制体重，限量饮食，

多吃蔬菜水果，保持愉快心情等也有利

于控制血糖。

关于糖尿病患者，另一件重要的事

是注射胰岛素。“糖友们及其家属在进行

胰岛素注射时，还要注意是否规范的问

题。”医生在“糖”友们出院的时候总是千

叮咛万嘱咐，希望他们可以做到规范注

射胰岛素。关于如何规范注射，医生也

提出建议。

首先是关于注射部位的选择。医

生表示，按吸收快慢，给患者注射的部位

依次为：腹部、上臂、大腿、臀部。各注射

部位需定期轮换，这样可以避免皮下硬

结、脂肪增生、脂肪萎缩等的发生。

其次是关于针头的使用。定期更

换针头，如果长期不换针头，可能造成胰

岛素堵塞。每次注射完毕，为了环保，应

将所用的针头集中存放、统一处理。如

果是体型标准成人注射可选用4~5mm

长针头，大于6mm长的针头不建议使

用；儿童建议选用4mm，可以垂直注射；

消瘦的患者需要捏起皮肤垂直注射，针

头过长时捏起皮肤45度角进针，并保留

针头10秒以上再拔出，进针和拔针方向

需要一致；如果患者有肢体运动时，最好

避免局部注射，可以暂改在腹部注射，以

免引起较大的血糖波动。

胰岛素的保存方法。医生表示，注

射技术成功掌握了，胰岛素保存也很重

要，安装好的胰岛素笔可在室温下保存

一个月，未打开的胰岛素笔芯需在冰箱

2℃~8℃冷藏，避免冷冻和暴晒，旅游或

开车外出时胰岛素应避免过度震荡。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蔡美月 郭焕钢）

关注第14个“联合国糖尿病日”

多方着手 关爱“糖”友

本报讯 2013年，自石狮市总医院成
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石狮分院

以来，福医二院在医院管理、学科建设、人

员培训、技术交流等内涵建设方面进行指

导。至今，已协助市总医院进行1000多

场大大小小的手术，举办讲座70场。

其中，市总医院重症医学科自2016

年9月起与福医二院重症医学科建立点

对点帮扶关系，刘玉琪教授团队每周到市

总医院开展教学查房、学术讲座、科内培

训，指导开展呼吸治疗、血流动力学监测、

重症超声、枸橼酸抗凝CRRT、空肠管置入

等新技术。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刘教授团

队协助市总医院ICU诊治、抢救危重患者

近2000人。

福医二院麻醉科通过指导手术、授课

等方式对市总医院麻醉科医师进行关于

老年人合并症麻醉、疑难复杂手术麻醉、

心率失常、心脏病患者的麻醉、超声技术

在麻醉中的应用、困难气道的处理、血液

回收等方面的指导，从而提高市总医院的

麻醉技术水平，为高难度手术保驾护航。

市总医院泌尿外科在福医二院专家

的指导下，已可开展腹腔镜肾癌根治术、

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腹腔镜肾上腺肿瘤

切除术、腹腔镜肾盂成形术、复杂肾结石

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经尿道膀胱肿瘤电

切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等手术。

市总医院心血管内科在福医二院专

家的指导下，可完成复杂冠脉病变介入治

疗，包括无保护左主干病变、慢性完全闭

塞病变（CTO）、QFR指导下的冠脉介入治

疗等高难度手术，为科室注入新动力，减

少急性心肌梗塞患者转院治疗的风险，提

高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抢救成功率，造福周

边百姓。（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林冬萍）

本报讯“现在，到市总医
院看病，收费更透明了，电子屏

幕上关于药品、收费标准都有

显示。”市民蔡先生表示。今年

以来，石狮市总医院把规范医

疗收费作为秉承公立性、彰显

公益性的核心举措，切实维护

患者合法权益。

今年1月份起，石狮市总医

院多措并举，全力规范医疗收费：

一是强化审计职能，设置

专职的收费审计干事，专职对

总医院的收费执行情况开展例

行审计。

二是强化科室收费管理，

各临床科室主动设置收费核对

员对在院病人的收费情况进行

自查自纠，消化内科、儿科两个

科室至今仍保持收费零差错。

三是强化医疗收费检查力

度，将医疗收费检查由事后的

专项检查转变为事中的常态化

检查，并实行实时监测、实时沟

通、即时整改、每日检查、每月

通报、挂钩年度考评等相关措

施，对临床科室医务性收入相

关的收费行为进行系统化、闭

环式的全方位管理。

四是强化医疗收费检查结

果应用，总医院审计科每月对

全院16个临床科室进行3轮的

全覆盖收费检查。2020年1—9

月份，共实时监测和检查12002

份在院病人日清单，出具审计

报告9份，对检查发现的录入错

误的收费项目，各临床科室均

能及时办理在院退费。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万方）

规范医疗收费 维护患者权益

本报讯“最近我家孩子又
发烧了，反反复复真是心累，真

希望病痛由我来承担。”市民林

女士感叹道。流感高发季节，

家有生病儿童的父母基本上都

是这种心情。

每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三

月份是流感的高发季。流感是

由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传染性强，发病率高，人

群密集的地方传播速度很快。

对于抵抗力差的小宝宝们，更容

易患流感。流感早期的症状和

普通感冒有点相似，所以家长有

时候会将两者混淆，流感比感冒

来得更猛，往往伴随着高烧，严

重时还会引发其他病症。

“宝宝如果出现类似流感症

状，家长切勿随意给宝宝服用药

物。”我市一诊所的杨医生表示，

这个季节，家长在分不清流感还

是普通感冒的时候，不要随便给

宝宝用药，应根据病症、发病时

间、发病部位、个人体质来判断

用药。为了宝宝健康，建议家长

带宝宝到正规医院、诊所检查，

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对于如何辨别流感，杨医

生表示，孩子刚开始会打喷嚏，

流清鼻涕，出现畏寒发热，体温

快速升高至39℃~40℃，并且伴

有嗓子疼痛、咳嗽、呼吸道有

痰、头疼、全身酸痛等症状；孩

子可能精神萎靡、身体无力、食

欲不振，甚至出现胃肠不适，比

如恶心、呕吐、拉肚子等。

流感病毒最大的特性就是

变异较为频繁，因此到目前为

止还不能有效控制和治愈，所

以，对付流感的关键是预防。

“最有效的办法是预防接

种，家长可以先到相应接种点了

解疫苗情况，尽快给孩子接种。”

杨医生建议，尽量不要带

孩子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外出

时给孩子戴上口罩，注意添加

衣物，避免着凉。

注意清洁宝宝的手、鼻、

口，勤洗手，让宝宝多喝水，防

止脱水现象的发生，并且可以

减少呼吸道分泌物的黏稠，利

于痰液咳出；多带宝宝进行运

动锻炼，增强宝宝的抵抗力。

（记者 高荣芳）

家有儿童
医生建议接种疫苗防流感

本报讯“头发都要掉光了！”
市民郑女士生完孩子后表示，每

天大量脱发，自己是不是生病

了？石狮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表

示，35%~40%的女性在产后会有

不同程度的脱发现象，原因有体

内激素变化、精神因素、不合理饮

食、头皮卫生状况差等。医生强

调，出现脱发的妈妈不必过于紧

张，产后脱发大约在一年内会重

新长出来。

但是，如果一年后头发还是

掉很多或者出现以下情况需及时

就医：产后2~3个月的妇女发生广

泛性的头发脱落。如早起发现枕

巾上粘有较多脱落头发、洗头时

有较多头发脱落等情况；头发发

黄干枯；头发易断，轻拉能拉断头

发。出现以上症状的女性，医生

建议前往皮肤科就诊。

（记者 高荣芳）

产后异常脱发
应及时治疗

国际视窗

环球点击

据新华社布拉格11月12日
电 欧洲第二波新冠疫情来势汹

汹，多国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

为遏制疫情蔓延，封锁仍是一个

艰难而必需的选择。

德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12

日再次攀升至2万以上。重症病

例在过去两周增加了一倍，总数

已超过今年春季疫情时期。德国

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
长洛塔尔�威勒警告说，大量病例
的出现意味着越来越多医护人员

被感染，医疗机构将达到能力极

限。

法国总理卡斯泰12日说，法

国正面临极其严重的第二波新冠

疫情，医疗系统经受极大压力。

目前，全国有32683名新冠患者住

院治疗，已超过4月疫情高峰期的

人数，其中4899名患者在重症监

护室接受治疗。

奥地利12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9262例，再创疫情以来新高。

奥地利卫生专家表示，实施二次

封锁已经10天，但单日新增病例

依然居高不下，住院治疗和使用

重症监护病床的患者数量急剧增

加，医疗体系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汹涌来袭的疫情，德国

卫生部长延斯�施潘12日说，今年
12月到明年1月的冬季假期，德国

人可能无法像以往那样举办大型

聚会和庆祝活动。

希腊已实施全面封锁措施近

一周，短信平台系统数据显示民

众夜间出行申请激增。为避免大

批民众外出加剧病毒传播，希腊

决定从11月13日起在全国范围

内实施宵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

斯说，年轻人在外逗留、聚会是造

成新冠病毒在希腊进一步传播的

主要原因。

斯洛文尼亚政府12日决定收

紧防疫措施，包括再次关闭非提

供生活必需品或服务的商店、暂

停公共交通、全面禁止公共场所

聚集活动、收紧边境防疫政策

等。卫生部长托马日�甘塔尔当

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措施的

目的是尽可能限制人与人之间的

接触，如果没有这些措施，人们将

不可能回归正常生活。

捷克卫生部长布拉特尼11日

表示，捷克已过了疫情增长的“拐

点”，新冠检测阳性的比例开始下

降。但他同时警告，如果人们不

负责任地自由行事，情况也许会

很快再次恶化，“圣诞节将不会好

过”。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 欧洲医疗系统承压
遏制疫情蔓延仍需实施封锁

据新华社联合国11月12日电 国际法院法官

换届选举11日和12日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

时举行。中国籍候选人、国际法院现任副院长薛

捍勤成功连任国际法院法官。

薛捍勤于2010年6月首次当选国际法院法

官，并自2018年2月起担任国际法院副院长，是国

际法院首位女性中国籍法官、首位女性副院长。

新当选法官任期9年，自2021年2月6日起算。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设在荷兰

海牙，1946年正式开始运作，负责审理各国就国

家间争端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案件，并可就联大、

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提交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

意见。国际法院由15名不同国籍的法官组成，每

三年改选5名法官，法官可连选连任，候选人必须

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获得绝对多数票支

持方可当选。

薛捍勤连任
国际法院法官

据新华社罗马11月12日电 意大

利新冠疫情应急委员会特别专员阿尔

库里12日表示，意大利将从2021年1

月底开始为首批170万民众接种新冠

疫苗，并逐步扩大接种范围。意大利

卫生部长斯佩兰扎12日签署防疫新

规，将北部的博尔扎诺地区纳入防疫

最严格管控的红色区域。此前，南部

的卡拉布里亚大区、北部的伦巴第大

区、皮耶蒙特大区和瓦莱达奥斯塔大

区已被纳入疫情红色区域，除工作或

健康相关原因外，红色区域内的民众

不能外出，除药店、餐厅、杂货店外，其

他零售商都暂停营业。

据意大利卫生部公布的新冠疫情

数据，该国累计确诊病例数已于11日

突破百万；12日累计确诊病例达

1066401例，累计死亡43589例，累计治

愈387758例。

意大利官员称

明年1月底开始
首批疫苗接种

11月12日，医护人员在意大利
马尔皮吉医院的新冠隔离区工作

据新华社仰光11月13日电 据缅甸联邦选举

委员会13日公布的数据，国务资政昂山素季领导

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已赢得半数以上的

联邦议会席位（含军人非选举议席），获得组建新

政府、继续执政的权力。缅甸联邦议会由人民院

和民族院组成，共设664个议席（含军人非选举议

席），其中人民院440席、民族院224席。缅甸上

一次全国大选于2015年11月举行，民盟赢得议

会绝对多数席位。

缅甸民盟赢得
联邦议会过半席位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2日
电 美国劳工部12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在截至11月7日的一周，美

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环比下

降4.8万至70.9万，显示劳动力市

场正逐步改善。但分析人士认

为，新冠疫情再度加剧为就业持

续复苏增添挑战。

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31日

的一周，美国全国申请失业救济

人数为678.6万，环比减少43.6万。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劳动力市

场改善势头在延续，但每周首次申

请失业救济人数仍远高于疫情暴

发前水平。同时，疫情近期在美加

速蔓延可能令就业持续复苏面临

更大挑战。美国劳工部此前公布

的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失业率环

比下降1个百分点至6.9%，连续6

个月下滑。得益于休闲和酒店业

就业人数大幅增加，当月非农业部

门新增就业63.8万。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认为，美国就业市场复苏

“充其量仅完成了一半”。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但疫情挑战犹存

韩国开始处罚
公共场所未戴口罩者

为完善新冠疫情防控常态
化措施，韩国11月13日开始对
公共场所未戴口罩者处以10万
韩元（约合人民币600元）以下罚
款。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和首尔市政府等机构发布的消
息，经过一个月“劝导过渡期”
后，政府从13日起正式对公共场
所未戴口罩者罚款。如监督员
发现公共场所未戴口罩者，将首
先劝说其戴好口罩，对方拒不配
合时即可处以罚款。 （新华）

德国10月通胀率为
负0.2%

德国联邦统计局11月12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增值税税率
下调和能源价格下降等因素影
响，德国 10月份通胀率为负
0.2%，是今年第三次出现负值。
受新冠疫情影响，欧元区通胀率
持续走低。德国通胀率近几个
月一直保持较低水平，7月份和9
月份通胀率均为负值，分别为负
0.1%和负0.2%，8月份通胀率为
零。德国央行此前预测，今年德
国通胀率为0.8%。 （新华）

“牵手”福医二院 市民享受更高水平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