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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献血者锐减，血库全面告急
其中 A 型、O 型仅供抢救病人使用
记者 王蕾 通讯员 蒋月华 文/图

历来夏季高温时段总是献血淡季，昨日市中心血站副站长蔡
红军致电本报求助：血库四种常用血型供求失衡，其中 A 型、O 型
血已经处于警戒库存量，B 型、AB 型库存紧缺，呼吁热心市民和单
位积极献血。

血站库存告急，医院医护人员带头献血。

献血量锐减需求量增加
四种血型库存全面告急
“库存量已经达到了警戒线，
如果出现群体性创伤事
故，或者一位产妇生产时大出血，A 型和 O 型血都可能不
够用。
”
市中心血站血库负责人丁月平告诉记者，
受高温天
气影响，
到街头献血屋献血的人锐减，
加之作为献血主力
军的大学生们暑期都放假，这就导致血液采集量锐减，血
液库存量持续下降，
全面告急，
其中 A 型血和 O 型血的库
存量都在 20 个单位（1 个单位是 200 毫升）以下，
AB 型和
B型血的库存量分别剩下 25个单位、
40个单位。
市中心血站副站长蔡红军告诉记者，5 月份我市有
1331 人次献血，6 月份 1274 人次献血。而到了 7 月份，
献血的仅有 773 人次。
“供血量锐减，但血液的需求量却有增无减。
”
蔡红军
说，目前市区又新增了市人医新院急诊中心和市中医院
新院，血液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而在夏季，
除了常规疾病
以外，烧伤、烫伤、事故等原因都导致血液需求量上升。
考虑到血液的库存量不足，血站从 7 月下旬就开始
控制发放，只供抢救和互助用血。到了 8 月后，A 型和 O
型血液库存都只能供抢救病人使用，一些需要用血的手

术只能择期再进行。

“应急血库”启用
医务人员是主力军
各大医院得知血库告急信息后，立即组织医院员工
应急献血。记者昨日在市人医南院看到无偿采血车停在
门诊大楼前，不少医护人员排队等候献血。该院中医科
的医生方令在和采血人员商量献血量，采血人员建议他
献 300 毫升即可，但他却坚持献 400 毫升。方令说，他今
年 32 岁，半年前已经献过 300 毫升，没感觉到身体有什
么不适，
所以这次想多献点。
采血现场除了医护人员，
还有
“同型互助”
的献血者。
市区的韩先生在听闻朋友被烧伤，急需用血进行手术后，
立即来到医院了解情况。得知自己和受伤的朋友都是 O
型血时，
韩先生就来到采血车上献出 400毫升血液。
蔡红军说，
医疗系统一直作为应急血库，
在紧急关头
启用。昨天，市人医南院有 165 位医护人员参与无偿献
血，共献出 44800 毫升血液。接下来，市人医北院、市中
医院、第三人民医院也将组织医护人员献血。

四处献血点
期待市民撸袖相助
“虽然已经启用了医护人员的应急血库，
但血液缺口
依然很大。
”蔡红军说，
希望广大市民积极撸袖献血。
目前，市中心血站在市区泰州一百和文峰商场门
口设有献血屋，泰州一百处的献血屋工作时间是每天
9:30-21:00，文 峰 商 场 的 献 血 屋 工 作 时 间 是 每 天
9:15-16:00。原来设在高港区柴墟路与金港路路口的献
血点已经迁址，
市民可至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原高港人民
医院）门诊大厅检验科对面新设的献血屋献血，
工作时间是
每天上午9:00-12:00，
下午1:00-4:00。
当然，市民也可直接到市中心血站献血。有社会单
位想组织团体献血的，可致电 86850853 与血站联系，血
站会提供流动采血车上门服务。
市中心血站还建立了 RH 阴性的稀有血型微信群，
该血型的市民想献血帮助他人
的，也可以致电上述电话申请
加入该群，让自己的血液在关
泰医在线
键时刻救人性命。

七旬老人静脉曲张长期卧床形成血栓
如果不慎血栓剥落，
可能引发猝死
常年务农腿上爬满
“蚯蚓”
72岁的吴大爷几十年一直务农。
“那时候在田里一干就
是一天，
腰弯着腿站着，
晚上回到家浑身都酸。
”
老人说，
“起初
我的小腿有些发胀，
但是回家躺着休息一会就又好了，
我就
没怎么在意，
就这样反反复复十多年了。
”
吴大爷卷起裤子，
右
腿处血管弯弯曲曲地凸起，
就像一条条
“蚯蚓”
盘在腿上。
“以
前医生跟家人都劝我治一下，
但我脾气比较倔，
觉得是小毛
病，
用了点抗生素也不见好，
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
“患者腿部皮肤已经出现溃烂，可摸到皮肤下面有质
地较硬的团块，按压时有明显的疼痛。”市中医院介入疼
痛科副主任医师王晓建介绍说，患者由于拖延不治，长期
卧床，缺乏运动，已经形成深静脉血栓。据了解，部分下
肢静脉曲张患者可以在曲张的浅静脉内形成血栓，表现
为局部红、肿、痛，形成硬块影响行走。如果不及时治疗，
血栓有可能向上或通过交通静脉蔓延到深静脉，造成深
静脉血栓，一旦血栓剥落，患者会有生命危险。

腿部颜色变黑要警惕
据了解，该病为一种常见血管病，发病率高达 30%，
且多见于中老年人。早期多有酸胀乏力、肢体沉重感；病
变后期，则以静脉曲张和由它引起的并发症为主，如在足
踝部出现皮肤萎缩、脱屑、瘙痒、皮肤颜色变黑，甚至湿疹
和皮肤溃烂（俗称
“老烂腿”
）。
王晓建说，引发静脉曲张的根本病因在于下肢静脉
压力过高。因为静脉是血液回流的管道，里面有很多
“单

向开关（静脉瓣）”，保证血液只能向心脏方向流，而不会
倒流。如果下肢长期静脉高压，就会破坏这个“单向开
关”，血液就会出现反流，巨大的压力导致原本平直的下
肢静脉鼓胀、弯曲而形成静脉曲张。
“目前大隐静脉曲张较为常见，一周就要进行数十台
大隐静脉曲张的手术。”王晓建介绍，在查看吴大爷的情
况后，因为其情况比较严重，王晓建建议吴大爷先进行高
位结扎，以防血栓脱落；再进行消炎清创，以达到根治的
目的。日前，吴大爷已经接受了手术治疗。

少做足浴可适当按摩
一切有助于减轻下肢静脉压力的方法都可以预防下
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王晓建说，中老年人群还有警察、售
货员、教师、司机等群体要避免久坐或久站，站、坐一段时
间后应活动下肢，
促进血液回流。有静脉曲张早期表现的
患者，睡前最好将下肢抬高 30-45 度，维持 10-15 分钟，
促进血液回流，
减轻下肢静脉压力，
延缓静脉曲张的发展。
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和长期站立工作，最好穿弹力
袜套，使浅静脉处于被压迫状态。
此外，治疗下肢静脉曲张，选择合理、有效的治疗方
案十分重要。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药物能够将曲张的静
脉变直，不宜盲目相信那些宣称能
“根本上治疗下肢静脉
曲张”的药物。生活中，不要穿紧身裤，以免影响血液循
环，
跷二郎腿的不良习惯也要改正。
“一旦患上静脉血栓，千万不要为了缓解腿脚的肿胀
去做足浴。可以适当给小腿做做按摩。”王晓建说。
记者 赵尉童 通讯员 毛霓

幽门螺旋杆菌会传染吗？
市民吉先生留言咨询：最近我体检时查出来
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会传染给家人吗？
泰州四人医消化内科主任王建荣：幽门螺杆
菌是
“吃下去的细菌”，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可通过
口、手、不洁食物、不洁餐具、用水等途径传染，因
此在一个家庭中，只要有一人患上幽门螺杆菌，其
他成员患胃病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此，在门
诊中，幽门螺杆菌出现一人患病全家感染的现象
很常见。
对待幽门螺杆菌感染，
患者既不能过分担忧，
也不能不接受治疗。对于该病菌的预防，要做好
个人卫生，防止病从口入。应尽量使用公筷，
如家
庭成员本身患有胃病，感染幽门螺杆菌，一定要进
行分餐，餐具要定时煮沸消毒 20 分钟。同时建议
有胃病史的患者，其家庭成员最好定期做胃病检
查，父母为了孩子健康，
最好采取分餐制。
记者 王蕾 通讯员 陈姝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咋治疗？
市民钱女士来电咨询：我今年 60 岁，前几年
患上了带状疱疹，治疗后遗留的神经痛让我不堪
其扰，
请问该如何用药治疗？
泰州市中医院皮肤科医师郭敏：1、带状疱疹
后神经痛的药物选择需考虑多种因素，如疗效、不
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及治疗成本等。单一药物
治疗不能获得满意的疼痛缓解时，应考虑联合用
药，选择药物时应注意选择不同机制的药物、药物
疗效相加或协同而药物的副作用不相加。2、可
以采用微创介入治疗作为辅助。临床用于治疗带
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微创介入治疗主要包括神经介
入技术和神经调控技术。药物治疗是镇痛的基
础，微创介入与药物联合应用治疗可有效缓解疼
痛，同时减少镇痛药物用量，减少不良反应，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3、患者会产生长时间剧烈疼痛，
而且病情经常反复，容易出现疼痛导致的睡眠障
碍，以及因疾病迁延导致的心理疾病。因此，
对患
者的治疗需要注意药物、介入、心理治疗等各个环
节和角度。总的来说，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治疗
涉及疼痛的管理，患者精神症状的缓解，患者及其
家属的情绪支持。
记者 赵尉童 通讯员 毛霓

孩子弱视要配眼镜吗？
市民吕女士来电咨询：我家宝宝今年 4 岁，被
查出弱视，请问这么小的孩子该不该佩戴眼镜，有
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泰州市中医院眼科医师李铭：有屈光问题的
弱视宝宝看东西就像照相时超出相机的焦距范
围，无法聚焦。配戴合适的眼镜的作用就是调整
眼睛的焦距，继而视觉神经功能才能逐步发育。
宝宝眼睛的“变焦功能”通常比较活跃，医生无法
像给成人配眼镜一样直接获得准确的度数，需要
一些药物帮医生把宝宝眼睛的变焦功能放松下来
（也就是散瞳），才能检测到宝宝真实的屈光状态，
帮宝宝配上合适的眼镜。散瞳的药物帮助放松眼
睛，对眼睛是安全的，使用药物造成的视近模糊，
怕强光都是暂时性的，随着药物作用的消失不会
造成长期的影响。
注意，除了睡觉以外的时间，都应该配戴眼
镜。因为只有给宝宝的视觉中枢更多的清晰图像
刺激，
神经功能充分发育，弱视宝宝落后的视力才
能提高。根据宝宝的不同情况，几个月到半年时
间后最好为宝宝再次进行屈光检查，确定是否需
要更换眼镜度数。每个宝宝发育快慢会有所不
同，有的宝宝长时间度数不发生变化，但脸盘变
宽，双眼中心距离（瞳距）变大，
也需要更换合适的
眼镜。
记者 赵尉童 通讯员 毛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