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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蚊子、 苍蝇、 老

鼠、 蟑螂等会传播疾病。

蚊子可以传播疟疾 、

乙脑、 登革热等疾病。 要

搞好环境卫生， 消除蚊子

孳生地。 根据情况选用纱

门、 纱窗、 蚊帐、 蚊香、

杀虫剂等防蚊灭蚊用品，

防止蚊子叮咬。

苍蝇可以传播霍乱 、

痢疾、 伤寒等疾病。 控制

苍蝇的有效方法是处理好

苍蝇的孳生环境， 如垃圾

袋装化 （袋子要完好不能

破损， 袋口要扎紧）、 不

乱丢垃圾， 不随地大便、

处理好宠物的粪便等。 要注意保管好食物， 防止苍蝇叮爬， 以免感染疾病。 杀灭苍

蝇可以使用苍蝇拍、 灭蝇灯、 粘蝇纸 （带、 绳） 等。

老鼠可以传播鼠疫、 流行性出血热、 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 要搞好环境卫

生， 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 收藏好食品， 减少老鼠对食物的污染。 捕捉、 杀灭老鼠

可以用鼠夹、 鼠笼、 粘鼠板等捕鼠工具， 还可以使用安全、 高效的药物灭鼠。 要注

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 防止人畜中毒。

蟑螂可以传播痢疾、 伤寒等多种疾病， 其排泄物中的蛋白还可引起过敏性鼻炎

和哮喘。 蟑螂多生活在潮湿环境中， 因此保持室内干燥、 清洁， 可以减少蟑螂的滋

生。 用餐后要将食物密闭存放， 餐具用热水冲洗干净， 炉灶等处保持清洁， 及时清

理地上及垃圾袋内的垃圾。 可以使用药物或蟑螂粘板杀灭蟑螂。

（上饶市健康教育所 审阅）

（记者 陈建 陈令东 整理）

13.

在血吸虫病流行区， 应尽量避免接触疫水； 接触疫

水后， 应及时进行检查或接受预防性治疗。

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寄生虫病， 人和家畜接

触了含有血吸虫尾蚴的水体 （简称 “疫水”）， 就会感染血吸

虫病。 血吸虫感染集中发生在每年的

4～10

月。

预防血吸虫病， 不要接触有钉螺 （血吸虫病传播的中间

宿主） 孳生地的湖、 河、 塘及水渠的水体， 不要在可能含有

血吸虫尾蚴的水中游泳、 戏水、 打草、 捕鱼、 捞虾、 洗衣、

洗菜或进行其他活动。 因生产、 生活和防汛需要接触疫水

时， 要采取涂抹防护油膏， 穿戴防护用品等措施。 如无法避

免接触疫水后， 要及时到当地医院或血吸虫病防治机构进行

检查或接受预防性治疗。

14.

家养

犬、 猫应接种

狂犬病疫苗 ；

人被犬、 猫抓

伤 、 咬伤后 ，

应立即冲洗伤

口， 并尽快注

射抗狂犬病免

疫球蛋白 （或

血清） 和狂犬

病疫苗。

狂犬病是

由狂犬病病毒

引起的急性传

染病， 主要由

携带狂犬病病

毒的犬、 猫等动物咬伤所致， 一旦引起发病， 病死率达

100%

。

狂犬病暴露分为三级： 接触、 喂养动物或者完好的皮肤被犬、 猫舔

舐， 为

I

级暴露； 裸露的皮肤被犬、 猫轻咬， 或被犬、 猫轻微抓伤， 但

皮肤无破损， 为

Ⅱ

级暴露； 皮肤被犬、 猫抓伤、 咬伤， 或破损伤口被

犬、 猫舔舐， 为

Ⅲ

级暴露。

I

级暴露者， 无需进行处置；

Ⅱ

级暴露者，

应当立即处理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疫苗；

Ⅲ

级暴露者， 应当立即处理伤口

并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血清， 随后接种狂犬病疫苗。 狂犬病疫苗一

定要按照程序按时、 全程接种。

为控制狂犬病传播， 饲养者要为犬、 猫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 防止

犬、 猫发生狂犬病并传播给人。 带犬外出时， 要使用犬链， 或给犬戴上

笼嘴， 防止咬伤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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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 娃 “ 代 言 ” 预 防 接 种

———市疾控中心举办“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宣传活动

我市启动 2019 年卫计监督“双随机”检查

控制尿酸 预防痛风

本报讯 为加强母婴安全，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和病残率，

4

月

24

日，德兴市总工

会、德兴市卫健委联合举办

2019

年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活动。 活动在德兴市人民医

院举行。 本次活动得到了上饶市卫健委的大力支持，特别选派三名专家亲临现场

点评、指导。

新生儿窒息是导致新生儿死亡、脑瘫和智力障碍的主要原因之

一，新生儿窒息复苏技术的推广对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提高人口素质

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竞赛以新生儿窒息复苏操作技能为主，主要

考核内容包括复苏准备、初步复苏、气囊—面罩正压人工呼

吸、胸外按压、气管插管、药物治疗、早产儿复苏等。

经过激烈角逐， 共评选出优秀团体奖

6

个，优秀个人奖

3

个。 此次竞赛充分展现了德

兴市医务工作者严谨、细致、勤奋、奉献的

职业精神和行业风采， 有助于全面提

高全市新生儿抢救水平， 不断强

化新生儿窒息复苏技术 ，为

保障母婴健康奠定坚实

的基础。

（ 俞萍 董彩苏）

本报讯 记者陈建 陈令东报道： 为全面推进和巩固卫生计生

监督“ 双随机一公开” 工作， 上饶市卫健委将从

4

月起到

12

月

31

日， 开展

2019

年度全市卫生计生监督“ 双随机” 检查。

日前， 在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组的监督下， 上饶

市卫计监督综合执法局通过“ 江西省双随机一公开平台” 对

2019

年上饶市“ 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单位和人员进行了抽

取， 并用信封封装由检查人员带至各地， 检查人员须在当

地卫健委纪检检查人员的鉴证下共同启封。 此次从“ 江西

省双随机一公开平台” 一单两库中共抽取

34

名监督员

245

家单位 ， 范围包括市本级 、 信州区在内

12

个县 （ 市 、

区） ， 包含公共场所、 医疗机构 、 放射卫生 、 生活饮用

水、 学校卫生等九个专业， 其中各类医疗机构包括传染

病

106

家， 职业放射

17

家， 学校卫生

24

家， 生活饮用

水

21

家， 公共场所

68

家， 餐饮具消毒

9

家。 据悉， 今

年“ 双随机” 检查工作全部使用手持移动执法终端执法

并做的全程记录， 同时把“ 双随机” 工作完成情况纳

入年终绩效考核， 进行常态化管理。

从

4

月中旬开始， 市卫监局

34

名监督员已对

245

家单位陆续开始监督检查， 于

2019

年

12

月

31

前完

成本次 “ 双随机 ” 抽查全部工作任务 。 与此同时 ，

有关部门将按照信息公开要求， 将“ 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时在市卫健委网站进行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讯 张赛红 记者陈建 陈令东报

道：

4

月

25

日下午， 饶城万力广场中庭

一片欢声笑语。

30

位萌娃和家长齐聚一

堂， 而且这

30

个小宝宝的身份还有些许

特殊， 他们是上饶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评选出的来自信州区、 广丰区和上饶县

三个县 （ 区） 的预防接种最萌宝宝。 今

年

4

月

25

日是我国第

33

个全国儿童预

防接种宣传日， 他们今天一齐出场， 就

是为了给预防接种“ 代言”。

据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本月

中旬开始， 市疾控中心就在其微信公众

号上发起了“ 寻找预防接种最萌宝宝评

选活动 ”， 全市周岁内的宝宝们都可参

加， 家长只需要上传一张自家宝宝与预

防接种题材有关的照片， 并围绕今年预

防接种宣传日“ 防控传染病， 接种疫苗

最有效” 的宣传主题撰写一句预防接种

宣传标语， 即可参赛。 据市疾控中心统

计， 此次预防接种“ 最萌宝宝” 评选活

动共收到了

669

幅参赛作品， 活动访问

量

170.5722

万 ， 投票数

22.3374

万 。 经

过前期宣传、 网络报名、 投票层层筛选，

各个县 （ 市、 区） 评选出得票最高的前

10

名， 全市共评选

120

名最萌宝宝。 疾

控中心则为每个“ 最萌宝宝” 准备了一

份礼物， 包括一剂免费的水痘疫苗 （ 该

疫苗为二类疫苗， 即收费疫苗） 和一份

纪念相册和纪念相框。

“ 我们希望用晒照片这样的趣味性

的方式， 让家长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预防

接种的重要性。” 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染

病最经济、 最有效的手段。

1978

年， 我

国全面实施计划免疫， 儿童免疫从最初

的

4

苗防六病到如今， 我国已经实现了

11

苗防

12

病。 “ 这

11

种疫苗就属于我

们常说的一类疫苗， 是面向全国所有新

生儿免费接种的疫苗。” 市疾控中心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免疫规划疫苗是每个新

生儿都应该按时接种的疫苗， 通过免疫规

划， 我国实现无脊灰目标、 无白喉病理报

告， 其他疫苗针对疾病发病水平与发达国

家接近，

1

岁和

5

岁以下儿童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大大降低， 提高了人均期望寿命，

节约了巨大的直接医疗成本， 减轻了家庭

和社会负担。

25

日下午的活动现场，市疾控中心设

置了才艺表演、预防接种知识竞答、亲子

游戏 、妈妈课堂等多个活动环节 ，让“ 代

言”萌娃和家长们收获了欢乐的时光。 预

防接种知识竞答环节，一系列家长们在预

防接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被提出，现场的

家长们纷纷踊跃作答，在这样一问一答的

过程中参加活动的人学到更多预防接种

知识。 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

还积极发放预防接种宣传资料等，商场中

的往来群众也同样学到不少知识。 在妈妈

课堂环节，专业的医护人员则细心解答妈

妈们在育儿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面对的

一些问题。 活动用创新的形式使免疫知识

真正传播到所需的群体。

本报讯

记者陈建 陈令

东报道 ：“ 捏紧伤者

鼻翼，深吸一口气 ，用双

唇紧包住伤者口唇， 吹气一

次持续一秒以上，伤者胸口隆起，

则表示吹气有效。 ”在江西新时代塑胶

实业公司的会议室里， 一位医护人员正在

讲解人工呼吸的要点。 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现场

急救培训课，来自万年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企

业员工们讲解了创伤急救的知识，并指导他们在人体模

型上进行心肺复苏的实践操作。

说起急救，不少人的第一反映都是“ 人工呼吸”，但其实人工

呼吸并不是对着伤者的嘴巴吹气这么简单。 而心肺复苏术则比人工

呼吸有着更高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 不会救”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而这

往往使病人丧失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往往在发病、受伤的现场，最早的几分

钟、十几分钟至关重要。 ”一位医护人员介绍，“ 而这样的‘ 救助黄金时刻’，抢救每

推迟

1

分钟，病人及伤者的死亡的概率可能就在上升。 ”

不仅“ 不会救”的现象比较普遍，“ 不敢救”的情况也常有发生。“ 有人担心自己做心肺复

苏会把病人“ 按死”，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对此，万年县人民医院副总护士长陈美清在培训课上

说道，“ 只有救助者跨出这一步，这个人才有希望。 ”

在培训课的现场，医护人员还让不少企业员工“ 亲自上手”，对着假人练习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术。

“ 我觉得这样的培训课非常有帮助，让我知道第一时间能够有什么方法来进行操作，来为患者争取时间。 ”该

公司的职员李妞说道。实际上，这样的培训课在万年县已经举办了超过

100

场，足迹遍布社区、企业和学校。

2006

年

5

月开始，万年县人民医院通过与健康同行志愿者团队发起了“ 现场急救

---

第一目击者行动”公益志愿者活动，向

公众推广伤病突发现场救护的急救知识。 近三年来，万年县共有

100

多名志愿者走进社区、企业和学校，开展了

100

多场

次活动，培训了

9000

多名市民，并成功地进行了

200

多例的现场救护。

而培训的效果或许能在万年县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抢救成功率上发现，“ 病人抢救成功率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 原来是不及

90%

，我们现在的抢救成功率一般在

94%

以上。”万年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刘爱平说道。万年县人民医院医务科长徐万江表示，“ 下

一步，我们将把万年县‘ 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协会’进一步完善，让更多的人掌握自救他救互救知识，在黄金

4

分钟能够挽救更多

生命，创造更多奇迹。 ”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饮食中

高嘌呤、高脂肪、高蛋白成分的比重增大，使得痛风和高尿酸血症

的患病率逐年增长，且呈年轻化的趋势。

4

月

20

日“世界痛风日”

之际，我市多地举办针对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义诊活动，旨在提高

市民对这类疾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并为患者提供药物、运动、饮

食等指导。 官淑琴 记者 陈建 陈令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