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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勤洗手 、常洗澡 、早晚

刷牙、饭后漱口，不共用毛巾和

洗漱用品。

用正确的方法洗手能有效

地防止感染及传播疾病。 每个

人都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特

别是制备食物前要洗手、 饭前

便后要洗手、 外出回家后先洗

手。 用清洁的流动水和肥皂洗

手。

勤洗头、 理发， 勤洗澡、换

衣，能及时清除毛发中、皮肤表

面、毛孔中的皮脂、皮屑等新陈

代谢产物以及灰尘、细菌，防止

皮肤发炎、长癣。

每天早晚刷牙， 饭后漱口。

用正确方法刷牙，成人使用水平

颤动拂刷法刷牙。 吃东西、喝饮

料后要漱口，及时清除口腔内食

物残渣，保持口腔卫生。 提倡使

用牙线。

洗头、 洗澡和擦手的毛巾，

应保持干净，并且做到一人一盆

一巾，不与他人共用毛巾和洗漱

用具，防止沙眼、急性流行性结

膜炎（俗称红眼病）等接触性传

染病传播；也不要与他人共用浴

巾洗澡，防止感染皮肤病和性传

播疾病。不与他人共用牙刷和刷

牙杯，牙刷要保持清洁，出现刷

毛卷曲应立即更换，一般每

3

个

月更换一次。

您不知道的“三手烟”

健康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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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显真情

———弋阳县卫健委开展“一站式”帮扶工作侧记

赵海燕 本报记者 陈建 阮晔 文

/

图

先就医后付费

“一站式” 帮扶暖民心

弋阳县人民医院外二科的 “ 爱心病房 ” 新住进

了一位患者 ， 记者从患者家属处得知 ， 患者是因为

胆结石导致腹部疼痛住院 ， 该科室的 “ 爱心病房 ”

专为贫困户预留了三张病床 ， 贫困户入院便可及时

住院。 据弋阳县卫健委宣传股吴小棠介绍，“ 一站式”

结算服务， 贫困户出院时只需支付个人自付费用，自

付比例不超过医疗总费用的

10%

，建档立卡贫困患者

只需凭医保卡、身份证、户口本、贫困户登记证便可在

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享受“ 先就医后付费”“ 一站式”

即时结算等优惠。

就在前几个月， 有十多名贫困户特意拿着感谢信

来到弋阳县人民医院“ 一站式”服务中心。 “ 她真是服

务态度好 ， 我们老百姓就需要这种热心肠的医务人

员。 ”“ 她服务很到位了，我们来到这里很温暖。 ”贫困户

口里说的她，就是弋阳县人民医院的陈丹。 贫困户老姚

说，虽然我们这些人与陈丹素不相识，但是每次她都热

情服务，耐心讲解贫困户报销相关政策，逐一解答各种

问题，看见有体弱的老人家，立即就搬凳子上前服务，

她工作效率高， 每次都是按照相关规定一次性办好手

续，从没让我们白跑路，她态度和蔼，面对家中有病患、

情绪焦急的我们， 总是很周到地提醒我们一些注意的

事项，我们全都很感动。

在记者面前的陈丹则腼腆的像一位青涩的小姑

娘， 她说：“ 其实， 我们这个岗位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

这样， 态度好是因为这些叔叔阿姨或多或少都有病

患，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耐心和他们讲解， 有时候他们

不知道带哪些证件， 我们就会想办法在确认了他们的

身份后帮他们办理。 我觉得温暖患者是我们所有医疗

工作人员应该做的。”

建档立卡为民

义诊体检到基层

据统计 ， 弋阳县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6944

户 ，

人口数为

24540

人 ， 其中因病致贫人口数为

11593

人， 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47.2％

。 今年

78

岁的叶广

顺就是其中一位， 十多年前他被检查出缺血性脑卒中

（ 脑梗塞） ， 多年来一直在弋阳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2017

年， 一个好消息让叶广顺十分高兴， 那就是在弋

阳县对他这类的慢性病报销

90%

， 这大大减轻了叶广

顺一家的经济负担。 而叶广顺也是因为救治及时， 就

算仍有脑梗塞， 但他的腿脚依旧比较灵活。

为了切实做好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

方便贫困群众看病就医， 弋阳县落实基本医保和大病

保险扶贫政策

,

该县财政为全县所有贫困人口缴纳居民

基本医保， 在该县、 乡医疗机构设立扶贫病床

77

张、

“ 一站式” 结算服务窗口

21

个， 在县人民医院设立健

康扶贫“ 一站式” 结算服务中心。

不仅仅是“ 一站式” 服务贫困户， 该县还将义诊

体检落实到基层。 如今弋阳的乡镇卫生所几乎都可以

完成心电图、

B

超、 血糖等常规体检。 据弋阳县葛溪

乡卫生所工会主席宣琳燕介绍：“ 从

2018

年

2

月至今，

仅我们院就陆续对葛溪乡

1800

多户建档立卡人员进

行每年一度的健康体检， 并且还为其发放常见病多发

病防治宣传单、 两癌筛查等资料。”

大病慢病分类治

究其源头好看病

把各类病症分类治疗也是该县健康扶贫工作的重

点之一。 弋阳县卫健委副主任蔡丽萍向记者介绍说，该

县已开展

30

种重大疾病专项救治工作，在继续实施

10

种大病免费救治的基础上，对

20

种专项救治的重大疾

病，实行按病种付费总额控制

,

贫困患者在二级定点医

院救治费用报销

98%

，个人负担

2%

；在三级定点医院

救治费用报销

97%

，个人负担

3%;

并且，该县还开展贫

困慢性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

队优先为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等重点人群免费提供健康体检、

健康教育、健康咨询、优先转诊、出诊 、用药指导等服

务，为贫困慢性病患者提供更个性化、更切合实际的帮

扶途径

,

目前该县由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组建的家庭

医生签约团队共计

133

个， 其中县级医疗机构专家

81

人参与团队服务。 蔡丽萍还说：“ 我们健康扶贫工作紧

紧围绕让贫困人员‘ 看得起病’‘ 看得上病’‘ 看得好病’

‘ 更好防病’的目标，实施政府兜底政策，推进‘ 先就医

后付费’‘ 一站式’结算，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患者住院和

门诊慢性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

90%

。 下一步我们会

把工作做细做实， 将健康扶贫政策落到实处， 防止因

病致贫、 因病返贫。”

对于“ 二手烟”，大众都有些

大概的印象 ， 但是您是否知道

“ 三手烟”呢？“ 三手烟”是指烟民

吞云吐雾后残留在衣物、 墙壁、

地毯……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

面的烟草烟残留物，是目前危害最

为广泛的室内空气污染，残留物中

的尼古丁与空气中的亚硝酸反应，

可形成强大的致癌物亚硝胺。

对于“ 二手烟”，我们往往看

见就会避开， 但是您往往会忽视

了残留在衣物里的“ 三手烟”。 专

家特别提醒，“ 二手烟” 可以通过

“ 通风换气”的方式排走，而“ 三手

烟”沾染在物体表面，可长达数日

甚至数十年，随着时间不断累积，

想要彻底去除“ 三手烟”的话，需

要经常彻底清洁被污染的物体表

面；另一方面，“ 三手烟”对婴幼儿

的危害尤其大， 因为婴幼儿和儿

童的体重轻，按每公斤体重计算，

要比成年人呼吸更多的空气，从

而会吸入更多的污染物； 而且孩

子的免疫系统较脆弱， 吸入这些

有害物质后，可引起呼吸系统、神

经系统、 循环系统甚至泌尿生殖

系统等各种问题。比如，您出入一

些吸烟的场合， 身上穿的衣服，

尤其是棉质衣服， 会吸附空气中

的烟味 ， 当您回到家里抱起孩

子， 衣服上的这股烟味就自然被

孩子吸进去了， 成为“ 三手烟”；

婴儿在地上爬行， 抓到东西就往

嘴里塞 ， 也可能会受到 “ 三手

烟” 之害。

那么要怎样避免“ 三手烟”危

害？ 不要在长期生活的室内或者

家里吸烟，不要在公共场所、车内

吸烟。 如果有人在家里、 车内吸

烟，要及时进行通风，清洗甚至更

换可能被烟雾污染过的家具、衣

服、地毯、沙发罩等，把残留香烟

对人的伤害降到最低。 如果要亲

近孩子，吸烟后要洗手洗脸，条件

允许的话最好洗头洗澡， 换身衣

服。 尽量选择墙上有“ 禁止吸烟”

标识的餐厅、 培训班或其他室内

场所，降低接触烟草的几率。要想

根除吸烟的危害， 最好的办法就

是远离烟草，创造一个无烟环境，

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记者陈建 阮晔整理）

近日， 上饶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

市行政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举办卫健

系统歌咏比赛。 本次比赛共有

9

支合

唱队和

5

名独唱选手参加。最终，上饶

市第三人民医院大合唱荣获第一名；

上饶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合唱

及上饶和康医院个人独唱荣获第二

名；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 上饶东方医

院、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等荣获第三

名；市卫健委机关支部、市疾控中心、

市血地办等

8

个代表队获优秀奖。

钟剑波记者 陈建 阮晔摄影报道

7

月

18

日，记者一行人驱车来到弋阳县葛溪乡港渡村村民叶加林的家中。 因为六年前的一场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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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叶加林

腿部骨折造成残疾，加之自身多年来的冠心病、肾结石等诸多疾病，使得叶加林一家人因病致贫，而这两年的健康扶贫

彻底改变了叶加林一家人的状况。 叶加林拄着双拐对记者说：“这两年，弋阳的健康扶贫确实减轻了我家不少的医药负

担，在村里、乡里，从前拿这些药都花了不少的钱，而如今政府都帮我们报销，村里的郭长喜大夫也常常来关心我，还有

乡镇的卫生所所长吴正和定期来帮我检查身体，政府的帮助真是落到实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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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根据天气变化和空气

质量， 适时开窗通风， 保持室

内空气流通。

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是维护

健康不可缺少的。

阳光中的紫外线， 能杀死

多种致病微生物。 让阳光经常

照进屋内， 可以保持室内干燥，

减少细菌 、 霉菌繁殖的机会 。

开窗通风， 可以保持室内空气

流通， 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

得到稀释， 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发生。

雾霾、 沙尘天气时， 应关

闭门窗， 减少室外颗粒物进入

室内 ； 遇到持续雾霾天气时 ，

应选择空气污染相对较轻的时

段， 定时通风换气， 否则有可

能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

出现缺氧。

（记者 陈建 阮晔整理报

道， 市健康教育所审阅）

敬请关注下周的中国公民

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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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解读 （十七）

弋阳县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陈丹为患者排忧解难

弋阳县葛溪乡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