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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视点

“创建卫生城 上饶在行动 ”系列报道之

上饶县：资源服务引领社会参与

记者 陈建 陈令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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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大用途

6.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了解身体健康状况，及早发

现健康问题和疾病。 对检查中发现的健康问题和疾

病，应及时就医。 有针对性地改变不良的行为习惯，

减少健康危险因素。

（上饶市健康教育所 审阅）

（记者 陈建 陈令东 整理）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条解读

（二）

4.

无偿献血，助人利己。

献血救人，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无偿献血利国、

利己、利家人。

适量献血是安全、无害的。 健康的成年人，每次

采集的血液量一般为

200～400

毫升， 两次采集间隔

期不少于

6

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国家提倡十八

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对献血

者，发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作的无偿献血证书，

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 ”

血站是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机构，一定要到国

家批准采血的血站献血。

5.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病残人员。

艾滋病、乙肝等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和病人、精

神障碍患者 、残疾人都应得到人们的理解 、关爱

和帮助 ，这不仅是预防 、控制疾病流行的重要措

施 ，也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更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

需要。

在生活、工作、学习中，要接纳艾滋病、乙肝等

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和病人， 不要让他们感受到任

何歧视。 要鼓励他们和疾病作斗争，积极参与疾病

的防治工作。 对精神障碍患者，要帮助他们回归家

庭、社区和社会；病人的家庭成员要积极帮助他们

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担负起照料和监护责任。 对

残疾人和康复后的精神障碍患者， 单位和学校应

该理解、关心和接纳他们，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工作

和学习条件。

一场大雨过后，几个“ 红马甲”在上饶县凤

凰西大道旁的人行道上忙碌了起来，他们正在

清扫路边樟树的落叶。这几位“ 红马甲”是上饶

县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志愿者

,

上饶县环卫所

的工作人员石小仙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段时间

天气多变，又到了樟树的落叶季，她和办公室

的其他同事，几乎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来清

扫街道。“ 每天在办公室久坐，出来打扫卫生不

仅让环境更整洁，还是锻炼身体呢。”石小仙爽

朗地笑着。像石小仙这样的志愿者在上饶县的

各个机关单位中已经有不少， 在日常工作之

余，他们经常拿起扫把、簸箕走上街道，为环境

卫生整治献一份力。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这

些志愿者们不仅担当起城市保洁员， 还走进沿

街商铺，向大家普及卫生知识。沿街店铺的垃圾

处理关系着城市整体的环境，“ 如果沿街店铺都

把垃圾往街道的垃圾桶里放，必然超过其负荷，

也会对环境造成不好的影响。 ”石小仙说道。 她

和志愿们便组织起来， 一家家上门做店主的工

作，“ 我们就告诉店主，垃圾应该如何处置，他们

只需要将垃圾装袋， 每天都会有专门的车辆来

收取。 ”让石小仙和其他志愿者们高兴的是，市

民们不仅愿意配合他们的工作， 还积极加入志

愿者的行列，“ 有的市民看到我们在街边打扫卫

生，还带着自己的工具来帮忙。 ”市民徐智豪就

是加入志愿者队伍的一名普通市民，“ 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我们人人有责，把环境卫生搞好了，

我们城市变美丽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他一

边忙着用簸箕装落叶一边同记者说道。

上饶县还积极开展“ 道路本色行动”、“ 洗

城行动”和“ 大排查、大清理”行动，对城区道

路、人行道、垃圾容器、公共设施等进行全方位

大清洗。同时，该县以问题为导向，补足环境卫

生短板，花大力气对城乡结合部、集贸市场和

工地周边以及闲置地块围墙内等死角地块，进

行了全面巡查和治理，让城市更干净、更清爽。

“ 根据创国卫要求，我们重点对脏乱差、乱搭乱

建的行为进行综合整治，目的是为了广大居民

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上饶县城管大队的

郑福迎告诉记者。

在县城的另一头，上饶县第五小学的孩子

们有了一个新“ 职务”，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

成为了城市“ 创卫”监督员，他们不仅要将自己

在学校学到的健康知识带回家同家长分享，还

会监督城市中的不文明行为，为卫生城市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年以来，上饶县通过多形

式、多层次、流动和固定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对

广大群众进行直观、形象的宣传教育，营造了

浓厚的社会创建氛围。 同时，上饶县组织开展

了县、乡、村三级干部群众街道及社区“ 三级联

动”的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并且把组织机

关干部上街参与卫生清洁活动经常化、 制度

化，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一个“ 全民参与、全民

动手、全民共建”的创卫新高潮。 在上饶县，创

卫这件事，渐渐成为了“ 每个人的事”。

旭日街道移民新村村民姜开贵家中今天

也格外热闹。旭日街道卫生院的医生正在这里

上一堂健康知识课，不少村民都聚集在了他家

的院子里。“ 季节的交替，可能会有一些忽冷忽

热的情况下，很多人会容易感冒，像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预防呢？ 首先要穿得暖，其次要多通

风、清淡饮食多喝水、并且适当多多锻炼。 ”旭

日街道卫生院医生谢燕红认真地给村民们“ 讲

课”。 生活习惯与不良嗜好对慢性病发生的影

响以及春季易发疾病的传播、流行及防治等方

面的常识，让前来听课的居民们受益匪浅。

健康知识课后，谢燕红和她的同事们还走

进村民家中，为慢性病人群和孕妇等重点人群

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指导。“ 如果觉得盐放少了

菜没味道，您可以一次一次慢慢地减，我就是

劝我外婆这么干的。 ”当村里的陈菊花老人说

减盐的菜没味道， 谢燕红就用方言给她传授

“ 小窍门”。 连日来，上饶县卫健委将宣传重心

下移，直接面对居民，举行了“ 进农村、进社区、

进单位、进学校、进家庭”的“ 五进”活动。 各级

医务人员深入一线，开展健康咨询、义诊等服

务，发放各种健康知识宣传资料，讲解卫生健

康、环境保护、疾病预防等方面知识，宣传和推

广健康生活方式。

共创美丽城市，共享幸福家园。 上饶县牢

固树立“ 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全力以赴打

赢“ 争创国家卫生城市”攻坚战，让城乡环境更

干净清爽，市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陈建 陈令东报道： 春意盎然时，江

西医专一附院（ 上饶市眼科医院）眼视光学科发起的

“ 向日葵行动”迎着春风开始了。 近日，该院的医护人

员们来到了位于信州区荷叶街的同心幼儿园。这家幼

儿园位于志敏大道，周边没有很多的高楼大厦，多的

是宽广的天空和阳光，但经过医院医护人员的调查发

现，尽管这里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但有很多小朋友

在回到家之后，都被手机平板电脑所包围，孩子们的

眼睛，被“ 锁”在了电子屏幕上。

“ 向日葵行动” 是由江西医专一附院眼视光学科

发起的一系列活动，旨在筛查出有近视、散光等视力

问题的学龄前儿童。 得知这一情况后，医护人员们便

决定来到这里为孩子们进行免费的视力和屈光的筛

查。

2

个多小时后， 医护人员们终于完成了园内

100

多名孩子的筛查。 统计结果后，该院的医护人员们发

现，该幼儿园中有屈光视力异常的小朋友已经超过了

总数的

1/3

。

这个结果让该院眼视光学科的小儿眼科医师谭

大鹏感到痛心，他是该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一个

三岁女孩的爸爸，在平时和孩子以及其他家长的接触

中，他发现很多家长在孩子哭闹的时候，都喜欢把手

机、平板等电子产品“ 甩给”孩子们，当做他们的“ 电子

保姆”。 然而，在一名医生的眼中，这些“ 电子保姆”带

给家长们的，并不是片刻的安宁，这些电子产品发出

的蓝光更可能导致孩子们的近视。这也是他积极推动

“ 向日葵行动”的原因。

近视筛查是“ 向日葵行动”的第一步，健康宣教更

能让家长们直观地感受到近视防控的重要性，了解孩

子眼睛的发育过程。 在同心幼儿园的筛查活动之后，

谭大鹏便立刻着手准备起了护眼健康知识讲座。

3

月

29

日下午， 同心幼儿园的宝宝和家长们便一起来幼

儿园“ 上课”。在这场家长孩子一起学的护眼知识讲座

中，谭大鹏向大家讲解了幼儿眼睛的发育过程，普及

了近视、远视、散光、弱视等孩子学龄前时期需要关注

的知识，并从电子产品广泛普及、孩子课业繁重等实

际情况入手，深入浅出地为家长们介绍如何保护孩子

们的视力。 与此同时，谭大鹏也呼吁家长们和学校都

更加重视起孩子的眼睛发育和视力健康，尽全社会的

力量更好更科学地为这些祖国的“ 小向日葵们”的视

力发育保驾护航。

今年

3

月

25

日

-29

日是第二届“中国麻

醉周”。为了让广大市民了解到麻醉医生在舒

适化医疗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推广无痛分娩、

无痛诊疗及术后镇痛等技术的临床应用 ，

3

月

29

日下午，市立医院麻醉门诊开展了“敬

畏生命，关注麻醉———安全舒适保健康，麻醉

医生在身旁”科普宣传活动，为广大市民科学

讲解相关知识。 麻醉科的医务人员们内着手

术绿衣，外套白大褂，头戴花帽子，加入到普

及麻醉及疼痛相关知识的队伍。

（记者 陈建 陈令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陈建 陈令东报道：

3

月

27

日上午， 市卫健委召开“ 创国

卫”健康教育金牌讲师“ 五进”活动座

谈会，邀请市中心城区医疗卫生单位

的

15

名健康教育金牌讲师为“ 创国

卫”献良方。座谈会上，金牌讲师们就

我市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交流，并对今后工作的开展提出了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健康教育与促进是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在

推动“ 创国卫 ”健康教育与促进“ 五

进 ”活动中 ，各地 、各单位都需要大

量的健康教育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相

关讲座和现场技术指导， 发挥健康

教育金牌讲师作用， 目的就是为了

进一步完善我市健康教育专业技术

人员网络，打造专业队伍，为我市健

康教育与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

技术支撑。

会议要求， 要充分发挥健康教

育金牌讲师在“ 创国卫 ”中的作用 ，

以点带面，通过健康教育讲座、技术

指导等形式， 把健康知识传播给大

众， 努力提高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 ；要充分把握“ 创国卫 ”的工作标

准和任务要求 ，对照“ 创国卫 ”的各

项工作内容 ，突出重点 ，统筹兼顾 ；

要合理安排本职工作和“ 创国卫”健

康教育工作， 金牌讲师们要服从安

排，顾全大局，克服困难，不计名利，

不仅要把本医院及所辖社区的健康

教育工作做好，同时要完成好“ 创国

卫”分配的任务，为我市“ 创国卫”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会上，来自各家医疗卫生单位的

金牌讲师们纷纷表示，将按照指挥部

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加强学习，发挥

专长，积极投身“ 创国卫”工作中。

健康教育金牌讲师为创卫献良方

准爸爸体验分娩疼痛 医生在向市民讲解麻醉有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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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识送上门

志愿者正在清扫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