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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冬季取暖注意通风，谨

防煤气中毒。

冬季使用煤炉、煤气炉或液

化气炉取暖，由于通风不良，供氧

不充分或气体泄漏， 可引起大量

一氧化碳在室内蓄积， 造成人员

中毒。

预防煤气中毒， 要尽量避免

在室内使用炭火盆取暖； 使用炉

灶取暖时，要安装风斗或烟筒，定

期清理烟筒，保持烟道通畅；使用

液化气时，要注意通风换气，经常

查看煤气、液化气管道、阀门，如有

泄漏应及时请专业人员维修。 在

煤气、液化气灶上烧水、做饭时，要

防止水溢火灭导致的煤气泄漏。

如发生煤气泄漏， 应立即关闭阀

门、打开门窗，使室内空气流通。

煤气中毒后， 轻者感到头

晕、头痛、四肢无力、恶心、呕吐；

重者可出现昏迷、 体温降低、呼

吸短促、皮肤青紫、唇色樱红、大

小便失禁，抢救不及时会危及生

命。 发现有人煤气中毒，应立即

把中毒者移到室外通风处，解开

衣领，保持呼吸顺畅；对于中毒

严重者， 应立即呼叫救护车，送

医院抢救。

51.

主动接受婚前和孕前保

健，孕期应至少接受

5

次产前检

查并住院分娩。

婚前和孕前保健可以帮助

准备结婚或怀孕的男女双方了

解自身的健康状况

,

发现可能影

响婚育的有关疾病和问题，接受

有针对性的咨询和指导，提高婚

姻质量和促进安全孕育。

妇女怀孕后应及时去医院

检查 ， 建立 “孕产妇保健手

册 ”。 孕妇孕期至少应进行

5

次产前检查 ， 孕早期

1

次 ，孕

中期

2

次，孕晚期

2

次，有异常

情况者应适当增加检查次数 。

定期产前检查能够动态监测胎

儿发育情况， 及时发现妊娠并

发症或合并症。

孕妇要到有助产技术服务

资格的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

高危孕妇应提前住院待产，最大

限度地保障母婴安全。

（记者 陈建 阮晔 整理报道，

市健康教育所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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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大小的手

绘画册 《 门诊健康宣教图谱》是

曾苏丽护士长的心血之作。为了

使画册更加细致，她利用工作之

余的休息时间，查看了非常多的

资料， 从构思到画图到上色、从

配文书写到颜色搭配，曾护士长

花费了近

4

个月的时间，最终完

成了作品。 记者在“ 上饶妇幼保

健院”的公众号上看到这一幅幅

有趣的漫画也被其吸引，这是该

院用公众号把纸质材料数据化，

将健康知识普及推广出去。 曾苏

丽对记者说：“ 对于小朋友来说，

相比于大量文字，漫画的形式更

能赢得孩子的喜爱，能缓解他们

对医院的抵触和恐慌，家长也能

多了解一些知识。 ”

据了解，市妇幼保健院还组

成了多支健康教育宣讲小分队，

定期走进社区、 学校、 村庄、机

关 、工厂等地 ，以高血压 、糖尿

病、传染病防控与急救等知识为

主要内容开展健康教育宣传。 目

前，市妇幼保健院共开展了一百

多场健康教育“ 五进”活动，受益

人群近万人次。

健康 视 点

数字医院 就诊更便利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信息化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陈建 阮晔 文

/

图

优化支付渠道

普惠知识进社区

统一支付出高效

随着数字化医院的不断推进，上饶市妇幼保健院一直秉承服务患者的宗旨，开启就医新便利，患者的缴

费支付方式从最早的收费窗口现金支付，到开通银联

POS

刷卡付费，再到之后的一卡通服务自助机缴费，支

付方式逐步更新。 为更好地将互联网技术深入地应用到实际，该院还相继推出了自助机、诊间支付、小程序

等便民惠民服务，通过多种支付模式，建立医院的统一支付平台，可以无缝对接多种支付渠道，保证患者在

医院使用任何第三方应用都可以进行在线就医体验。

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宣传科

科长徐君辉处获悉， 该院分别从

自助机、诊间支付、小程序三个方

面开启就诊新模式 。 徐君辉说

:

“ 患者可以通过自助机扫码办理

就诊，相较于窗口办理，自助机流

程较短，手续简单，手机扫码即可

完成支付， 而诊间支付则是可以

在医生处就能缴费， 医疗小程序

是面向广大患者群体提供的‘ 互

联网

+

医疗便民’ 及惠民又一突

破性产品， 可供患者在移动互联

网（ 手机）上通过微信小程序平台

进行预约挂号，诊间缴费，查询检

查检验报告等， 实现就诊和相关

信息查询功能的软件系统。 ”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徐女

士，她是二胎妈妈，这次来市妇幼

保健院是做产前体检， 她说：“ 从

前在医生开完处方后， 我们需携

带处方单到缴费窗口、 自助机排

队缴费， 再携带缴费凭证到相应

科室或药房排队做检查或取药。

现在诊间支付， 我们在主治医生

那儿就能实现缴费， 这样大大方

便了我们看病， 也不会将时间浪

费在排队上。 ”

据徐君辉介绍， 统一支付平

台为医院支付提供统一的支付界

面，使得医院缴费方便快捷，从而

实现“ 全自助 、零排队 ”的就诊体

验， 同时也减轻收费窗口人工服

务压力。 平台与医院的财务系统

能有效对接， 更好地协助财务工

作人员更方便地管理各类现金及

线上交易， 改变了以往财务人员

分别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对账的方

式， 降低对账及差错账处理的工

作量和难度，提高工作效率。

据了解，统一支付平台可以通

过便捷的移动支付方式，有效缩短

了患者在就医过程中的排队时间，

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经调

查， 医院就诊流程缩短了近

40

分

钟，患者对医院的服务满意率由实

施前的

88%

提高到目前的

96%

。

徐君辉还说， 统一支付平台

连接起了医院内部支付体系和第

三方在线支付平台之间的桥梁 ，

统一支付平台聚合各类接口， 为

医院完成与外部支付方式的无缝

对接， 目前医院近

60%

的收入都

通过统一支付平台实现。 统一支

付平台提供就诊卡线上充值服务，

就诊环节 （ 挂号 、 检查 、 检验 、

处方、 治疗等） 缴费服务， 退费

服务等， 可以支持微信支付、 银

联支付、 支付宝、 百度钱包等主

流支付渠道， 医院支付平台后台

负责和各应用

App

或支付渠道进

行对账， 而医院财务只需和支付

平台进行对账， 实现医院财务账

务的准确性。

该院是妇幼专科医 院 ，

一直承担着我市妇女儿童医

疗 、保健 、科研 、教学 、计划生

育技术指导任务 。 据统计 ，

2018

年 业 务 收 入 较

2014

年

相比增长

384%

。 目前医院结

合搬迁新院的有利时机 ，加

快推进信息化建设 。 徐君辉

表示 ， 市妇幼保健院的新院

部大楼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当中 ， 我们院将以新院建设

为契机 ，力争运用

3

年左右的

时间将医院信息化水平达到

“ 电子病历应用水平五级 ”要

求， 进一步运用信息化手段加

强医疗服务工作，同时推进“ 互

联网医院”建设，更好地方便患

者就诊；强化数据应用工作，通

过大数据分析手段， 有针对性

地对不同群体患者提供精确的

诊疗服务。

推进信息化建设

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应对季节性医用缺血现象，近日，上饶

市人民医院发起了无偿献血倡议，该院广大干部职工积极踊跃报名。 据悉，该院

171

名职工无偿献血共计

47750

毫升。 程涛 记者 陈建 阮晔 摄影报道

尘螨是一种八只脚的节肢动物， 肉眼看

不见，需用显微镜或放大镜才能发现。它以毛

发和皮屑为生。尘螨与健康关系密切，它是导

致过敏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尘螨喜欢潮

湿、温暖、有棉麻织物或灰土多的环境，其排

泄物和死亡虫体的分解产物等均为过敏原，

其中排泄物的致敏性最强。 上述物质分解为

微小颗粒，通过铺床叠被、打扫房屋等活动，

随空气飞扬，过敏体质者吸入产生过敏反应。

尘螨过敏会引起哪些症状呢？ 尘螨是引

起过敏性鼻炎的主要过敏原，主要以鼻塞、鼻

痒、流清涕、打喷嚏为主要特征。 尘螨诱发哮

喘急性发作主要表现为阵发性的咳嗽、咳痰、

喘息、胸闷、严重者有气促、呼吸困难等。此外

尘螨还会引起皮炎、荨麻疹等。

那么， 如何有效地预防尘螨呢？ 专家提

醒，要从居住的环境以及贴身的衣物入手，如

果发生尘螨过敏则需要降低室内相对湿度，

将相对湿度控制在

50%

以下， 是控制尘螨最

常用的方法。其次，床单、枕套、床垫套、毛毯，

每周用大于

55℃

的热水浸泡

10

分钟可杀死

和去掉绝大多数尘螨过敏原。 枕头则不使用

羽毛、绒毛、棉等作枕芯，宜选用合成材料，每

半年换一次。在地板上避免使用地毯，选用木

板、瓷砖等。 室内装饰应该避免厚重窗帘、布

艺，可选用百叶窗等表面平滑易清洁材质。毛

绒玩具和小物件不要在床上、枕边摆放，柔软

的毛绒玩具最容易吸附尘埃， 成为尘螨滋生

地，将毛绒玩具和小物件放入密封塑料袋内，

在

-17℃

到

-20℃

下冷冻至少

24

小时， 可冻

死大部分尘螨。房间内部做到定期打扫通风，

由于清洁过程可使大量尘螨漂浮于空气中，

所以过敏患者清洁时要注意自身防护。 湿布

擦拭尘埃，空调过滤网经常清洗。 最后，请勿

让宠物进入卧室，宠物皮毛是尘螨安居地。专

家还说，尘螨是无法完全避免，对于尘螨过敏

患者，主要是结合标准化特异性免疫治疗（ 脱

敏治疗） ，采用皮下脱敏的脱敏方案，从根源

上有效消除对尘螨的过敏。

（记者 陈建 阮晔 整理报道）

尘 螨 过 敏 怎 么 办 ？

自助机支付

互联网小程序应用

诊间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