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视

力、口腔健康知识的宣传，

切实做好学校卫生保健工

作，近日，婺源县清华中心

小学开展了“ 爱眼护牙，绽

放美丽笑容”主题活动。

清华中心卫生院王晓

玲医生受邀来到清华中心

小学， 在操场上为全校的

同学们带来一场富有知识

性与趣味性的讲座。 她指

出眼睛、 牙齿疾病已成为

青少年健康的巨大问题，

必须大力宣传，主动预防，

养成习惯，从而呵护一生。

在讲座中王医生告诉同学

们要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

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 饭

后用温开水漱口， 早晚各

刷牙一次。 刷牙的次数不

能太多， 多了反而会损伤

牙齿， 刷牙的时间也不宜

过长。 二是平时要注意牙

齿卫生，保护好牙齿。平时

要少吃糖果， 尤其是临睡

前不要吃糖，预防龋齿。此

外， 要注意平时的卫生习

惯，不咬手指头，不咬铅笔

头等异物， 不用舌头舐牙

齿。三是如果牙齿有病，应

及时就医。遇有蛀牙坏牙，

应予以修补或拔除。

除了讲座之外， 该校

还通过主题班会、 宣传黑

板报等形式让同学们通过

这次活动的开展， 学到了

如何爱眼、 护齿等保健知

识， 以及怎样保持良好身

姿以及合理饮食与运动之

类的卫生知识。 并把这些

科学知识真正应用到实际

生活去，争做健康好少年。

（ 鲍国辉）

近日，购买奥林至尊

7

、

8

号楼的业

主们个个笑容满面， 拿着房屋合同按

流程办理交房手续。“ 没想到，我才买

的房子原本说是

10

月底交房，现到

6

月

就交付了，提前了

4

个月，并就可以办

理房产证了。 ”刚购买了奥林至尊

7

号

楼住房的业主刘女士欣喜地说道。 项

目负责人称一切得宜于相关政府单位

手续简化并及时处理。

开发商：有证才是硬道理

据悉 ， 地处三清山大道与龟峰

西路之交的奥林至尊自开盘以来一

直销售火爆 ， 奥林至尊是上饶市民

高度认可的优质品质楼盘 ， 项目依

行政中心而筑 ，占地约

120

亩的盛世

之作 ， 集

15

栋高层楼宇 、 黄金商业

街 、高尔夫推杆练习球场 、

1500

多平

米高级会所 、

2300

多平米现代化教

育幼儿园等 ， 组成这座近

30

万平米

国际生活社区 。 据楼盘工作人员介

绍 ， 目前奥林至尊最后一期都已经

建造完毕 ，后期再无扰民施工 ，交房

后不会影响户主的日常生活 。 另外

又是毛坯交付 ， 可以让业主有更多

的时间进行装修 。

提前交房对于急于用房的购房者

来说无非是福音。 不少刚需买房者都是

为了孩子读书以及婚房做准备， 早日拿

房可以尽早装修、 入住； 对于投资者来

说，提前办证可以灵活控制投资机会。项

目负责人说到：“ 购房是每个家庭的大

事， 只有让业主尽早拿到不动产证才是

硬道理， 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性需求办

出不动产证才能真正体现购房之目的，

让买房业主早日放心才是我们开发商应

该做的， 诚信经营是开发商对社会公众

的承诺。 ”

放管服：推动高效服务初显成效

据了解，上饶市自全面推动“ 放管

服”改革工作以来，优化和规范行政审

批流程，简化审批程序，缩短了审批时

间，发挥“ 互联网

+

”引领作用，优化行

政审批环境，多窗口多人员受理，多举

并措减少办事人员等待时间， 提高业

务受理审批时效。

据上饶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 上饶市本级始终秉持“ 登记

统一、 规范高效、 保障权益、 便民利

民 ” 的服务理念 ， 不断优化办事流

程， 创新便民服务举措， 提高办事效

率， 压缩办结时限， 实现了不动产登

记业务

5

个工作日内办结， 其中不动

产首次登记

5

个工作日内办结 ， 不动

产转移、 抵押等一般登记业务

2

个工

作日内办结。 在接到“ 奥林至尊” 项

目的不动产登记申请后， 工作人员严

格落实承诺的办结时限， 及时办结了

该楼盘的不动产登记业务， 让购房户

第一时间领取到了属于自己的不动产

权证书。

为进一步规范村小教

学管理， 促进村小教师的

专业成长，

9

月

21

日， 婺源

县秋口小学开展全镇村小

教师教学通识培训暨复式

教学研讨活动。

活动中， 该校王萍老

师的示范课和郑柏林老师

的复式教学课受到了大家

的高度评价。 语文教研组

长就两位老师的示范课进

行了点评， 并作了教育专

题讲座。 教导副主任进行

了关于“ 教学点教学常规

管理”的培训，针对教学常

规工作细则进行了详细的

解读，并提出了相关要求。

下午， 电教处组织开

展了电教设备使用培训。该

校总务处主任还带领大家

共同学习了 《 秋口镇小学、

幼儿园安全工作实施方案》

《 学生安全教育“ 十二防”》

等相关安全管理制度。

此次活动， 为全镇村

小和教学点教师提供了一

次学习与交流的平台，也

为今后学校各项工作的落

实奠定了一个专业的基

础， 以实际行动推动秋口

小学更快更好地发展。

（ 王海鹏）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师

生法制观念及自我安全卫

生防范意识， 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和校园安全卫生

事件， 推动学校法制安全

卫生教育工作的深入开

展，近日，婺源县蚺城派出

所副所长、 梅林中学法制

副校长程毅等民警到梅林

中学给该校师生上了一堂

“ 中学生校园法制安全卫

生教育课”，受到了广大师

生的一致好评。

讲座中， 民警针对交

通安全、饮食卫生安全、用

电安全、用火安全、学生财

务安全、 运动安全及校园

欺凌、反恐防暴等方面，以

案析法， 给同学们深入浅

出地分析讲解了方方面面

的安全防范和相关法律知

识，揭示了违法犯罪行为、

安全卫生的危害和所要承

担的法律责任。 呼吁学生

加强学习，锻炼身体，加强

法制安全卫生意识， 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共同构建团结、和谐、稳定

的校园环境， 使自己能健

康快乐成长。

通过这次法制安全卫

生讲座， 有效提高了学校

师生的自我保护和安全防

范意识， 为校园安全奠定

了坚实基础。

（ 裘学均）

为做好国庆假期学生道

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进一步

提高广大学生和老师的交通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着

力为学生构建安全、 有序、畅

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9

月

24

日上午，横峰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法制宣传民警深入黄道

中心小学开展了主题为“ 文明

交通 从我做起”的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

首先， 民警结合学校周

边交通环境实际情况，围绕常

见的交通信号、标志、标线等

方面的内容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课堂上，民警还通过“ 看图

找违法”、“ 看图认标志” 等互

动小练习， 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教育引导学生们要从小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 摒弃交通

陋习，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同时，

民警还鼓励学生们以“ 小手

拉大手”的方式将交通安全

带入家庭，将自己学到的交

通安全知识向父母和朋友

宣传，争做文明守法的交通

参与者和传播者。

通过此次主题宣传活

动，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交通

安全意识和防范道路交通事

故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

们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宣传的

积极性。 （ 苏丹 李志民）

为进一步弘扬时代精

神，激发集团公司党员干部

爱国热情，

9

月

24

日上午，市

城投集团公司在综合交通

枢纽三楼平台举行“ 我和我

的祖国”快闪活动。

快闪活动在古筝合奏

《 盛世国乐》 中拉开帷幕，

悠扬的乐声吸引了枢纽场

站乘车的八方旅客。 人们

纷纷驻足观看，一曲唱罢，

人群中走出一支乐队，用

电吹管合奏起《 歌唱祖国》

的旋律，现场围观人群越

聚越多， 最后，

12

位歌手

从不同方向走来 ， 演唱

《 我和我的祖国》 ， 现场聚

集的

400

余名群众受到感

染齐声高唱， 一面巨大的

五星红旗出现在场站中间，

快闪活动被推向高潮。 一

时间，浓郁的喜庆氛围充满

整个广场，城投人用别样的

方式表达浓浓的爱国情怀，

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本次活动由市城投集

团公司主办， 并得到了市

交警高铁中队、市城管局、

高铁警务站、 御雅国乐馆

学员、市电吹管乐团、新一

中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 龚韩）

为进一步改善校园周边

环境秩序， 广丰区桐畈镇联

合镇市场监管分局、 交警中

队、派出所、卫生院等部门，

对辖区内学校及周边环境进

行综合治理， 为学生营造一

个宁静、有序的校园环境。

一是规范商户。 该镇规

范管理校园周边街区商铺出

店经营、占道经营行为，对店

主进行宣传教育， 督促店主

积极整改并做好 “ 门前三

包”；二是持续保洁。 该镇加

派校园周边街道环卫人员，

提高道路清扫保洁率， 提高

果皮箱清掏频次， 保证校园

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做到垃

圾日产日清；三是维持秩序。

该镇整治乱停放的非机动

车， 积极引导接送学生上下

学的家长将非机动车停放在

指定区域， 将乱停放的非机

动车转移到指定区域， 确保

人行道畅通；四是整治流商。

执法人员劝离流动商贩，清

理户外摆摊设点， 及时制止

散发“ 野广告”行为，进一步

遏制不良小广告危害。

下一步 ， 该镇将持续

跟踪检查 ， 加强经常性的

巡查管理， 巩固整治成果，

为全力打造 “ 平安校园 ”

保驾护航。

（ 姚科 魏望）

近日，上饶市第五人民医

院护心团队巧植冠脉双支架

术，成功地为一复杂左前降支

分叉病变老人解“ 心”忧。“ 做

完手术人就舒服了，胸口不痛

了，也可以下地走动了，李主

任技术真不错……” 谈及疗

效， 恢复顺利的陈大娘满是

赞美之词。

70

岁的陈大娘是上饶县

人，有高血压

10

年，自行服药

控制。

3

年前，她一次干完活

后突发胸痛，起初未重视。岂

料，此后不适频发，她还时常

感到呼吸困难、头晕、反酸，

甚至无法平躺入睡。

3

年间，

陈大娘曾辗转上饶多家医院

求治，被确诊为冠心病，虽经

药物治疗有所好转， 但不久

就又复发了。 今年

8

月份，老

人出现双下肢水肿， 在当地

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却收效

甚微。

9

月

17

日，全家经四处

打听， 获悉上饶五院心血管

疾病诊疗专家云集， 技术过

硬， 如抓住救命稻草般的一

家人遂慕名赶来。

入院后，经细致筛查，身

经百战的心血管内科李宇琛

确诊陈大娘为冠心病：不稳定

性心绞痛， 高血压

3

级伴重度

脂肪肝。为进一步探明血管狭

窄情况，

9

月

20

日，李主任为老

人安排了冠心病诊断“ 金标

准 ”———冠状动脉造影术检

查。 术中，仅造影

5

分钟，护心

团队就发现老人左前降支近

段到中段

70%-80%

狭窄，

D1

开口到近段

90%

狭窄。“ 左前

降支分叉病变， 病情复杂，需

行冠脉双支架术！ ”紧急沟通

后，李主任携手术团队精细操

作， 采用经典的

CRUSH

技

术，在老人分叉病变处精准植

入支架， 血流随即恢复通畅。

尽管患者年龄大，属介入高危

人群，而且分叉病变手术要同

时保证主支和分支通畅，对主

刀医生是个不小的考验，但护

心团队凭借过硬技术，周密准

备，助老人化险为夷。术后，经

医护人员悉心照料，陈大娘恢

复顺利，全家感激不尽。

李主任指出， 冠状动脉

分叉区域是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容易累及的部位， 分叉病

变占日常冠脉介入病例的比

例达

15-20%

。 尽管介入器械

在不断地改进， 分叉病变仍

然是

PCI

领域的一个挑战。其

中，

CRUSH

技术系冠状动脉

分叉病变双支架技术策略的

一种术式， 称为挤压支架技

术， 是将主支与分支支架同

时到位， 将分支支架拉入主

支

3-5mm

时先行释放， 撤出

分支支架球囊及导丝后释放

主支支架， 最后导丝通过支

架网孔进入分支后进行球囊

对吻技术。 因其技术难度高、

风险大，目前，很多医院仍无

法开展。 据了解，上饶五院心

血管内科在全国知名心血管

内科诊疗专家李宇琛主任医

师和赵学森副主任医师的带

领下， 可熟稔开展冠脉造影

术、支架置入术（ 包含复杂双

支架术）、起搏器植入术（ 单

腔、双腔、三腔）、射频消融术

等先进技术，微创、高效诊治

急性心梗、心律失常、冠心病

等心脏疾病，备受“ 心病”患

者及家属好评。

（ 潘建红）

“ 李主任、翁医生这个手术做得特

别好， 他现在跟正常的小孩没什么区

别，完全康复了！ ”近日，上饶市第五人

民医院骨科， 提及骨肿瘤儿子珑珑的

恢复情况， 祝先生夫妻俩满是赞美之

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珑珑是上饶县人，今年

11

岁。 一年

前， 他因左肱骨疼痛在上饶五院确诊

为左肱骨骨肿瘤。 为尽快祛病解忧，骨

科主任李建文建议他行手术切除，并

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 术中，李主任

携翁文炉医师精准施术， 成功完成了

这台左肱骨骨肿瘤切除

+

植骨钢板内

固定术。 手术不仅完整剔除肿瘤，且未

损失周围神经，更为可喜的是，术后病

理结果表明他为骨囊肿， 这是一种骨

良性病变， 全家人悬着的心彻底放下

了。 据悉，术后，经医护人员悉心照料，

珑珑康复顺利出院。

这一年间，珑珑重返校园，活泼好

动的他生活又步入了正轨。 今年

9

月

初，他再次来到市五院骨科，并顺利接

受了左肱骨内固定取出术。“ 上饶五院

的医生技术好，服务态度也好，我儿子

有福气！ ”临出院前，祝先生亲自领着

珑珑到医生办公室和护士站道谢。

李主任介绍 ，骨肿瘤是发生于骨

骼或其附属组织的肿瘤。 典型症状 ：

1.

疼痛 。 骨肿瘤早期出现的主要症

状，病初较轻，呈间歇性，随病情的进

展，疼痛可逐渐加重，发展为持续性。

多数患者在夜间疼痛加剧以致影响

睡眠 。 其疼痛可向远处放射 ；

2.

肿胀

或肿块。 位于骨膜下或表浅的肿瘤出

现较早，可触及骨膨胀变形。 如肿瘤

穿破到骨外，可产生固定的软组织肿

块 ，表面光滑或者凹凸不平 ；

3.

功能

障碍。 骨肿瘤后期，因疼痛肿胀而患

部功能将受到障碍，可伴有相应部位

肌肉萎缩 ；

4.

压迫症状 。 向颅腔和鼻

腔内生长的肿瘤，可压迫脑和鼻的组

织，因而出现颅脑受压和呼吸不畅的

症状； 盆腔肿瘤可压迫直肠与膀胱 ，

产生排便及排尿困难；脊椎肿瘤可压

迫脊髓而产生瘫痪。 广大市民 ，一旦

出现上述症状，需尽早到有条件的医

院诊治，切莫拖延！

（ 潘建红）

奥林至尊：提前交房提前办证让业主放心

市城投集团公司：

开展“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

秋口小学：

开展全镇村小教师教学研讨活动

清华中心小学：

开展“爱眼护牙，绽放美丽笑容”主题活动

蚺城派出所民警深入学校开展法制安全卫生讲座

桐畈镇多举措全力打造“平安校园”

横峰交警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突然全身乏力、尿少……命悬一线！ 专家“出手”助小伙死里逃生

11 岁 男 童 患 骨 肿 瘤 手 术 完 整 剔 除 助 完 全 康 复

近日，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肾内

科成功抢救了一名尿毒症合并尿毒症

脑病、高血压

3

期、肾性贫血、电解质代

谢紊乱、消化道出血、肺部重症感染伴

心力衰竭的危重小伙。“ 去了鹰潭、南

昌好几家医院，人一直都是昏迷状态，

后来转到上饶五院， 多亏张主任医术

高明，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谈

及儿子一波三折的抢救经历， 纪先生

夫妻俩仍心有余悸。

29

岁的小纪是鹰潭市人 ，

7

月底 ，

在上海工作的他突发全身乏力、尿少、

胸闷、呕吐咖啡色液体，并出现鼻腔流

血， 父母知情后立即将他接回鹰潭治

疗 。 经 查 ， 小 纪 的 血 肌 酐 竟 高 达

3043.9umol/L

（ 正常值：

53～106umol/L

），

“ 他有严重肾衰竭，还有心、肝、肺等多

器官功能衰竭，病情非常严重，建议马

上转院！ ”听到医生下达病危通知，惊

慌不已的家人连忙将小纪转到南昌某

医院治疗。 然而，在南昌重症监护室待

了

6

天， 小纪的病情不但没有起色，人

还陷入了昏迷。 因为无法承担高额的

医疗费用，全家经四处打听，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将小纪转入上饶五院肾内科

救治。

入院后，经查，临床经验丰富的肾

内科主任张晓林进一步确诊小纪为尿

毒症、尿毒症脑病、高血压

3

期、肾性贫

血、电解质代谢紊乱、消化道出血、肺

部重症感染伴心力衰竭。 病情危重，对

症治疗刻不容缓！ 张主任立即予以连

续血液透析，激素冲击治疗，并同时输

血、纠正贫血、抗感染、纠正心衰、维持

水电解质平衡……因处置及时， 密切

监测，仅住院三天，小纪神志恢复，一

周后，他全身乏力、胸闷、呕吐等症状

明显好转。 鉴于小纪家住鹰潭农村，往

返医院做后续治疗不方便， 张主任经

综合考量， 为小纪施行了腹膜透析置

管术。 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小纪积

极配合治疗， 规律透析， 身体日渐好

转。“ 真的非常感谢张主任，是张主任

救了我一条命。 ”

9

月

19

日，笔者在肾内

科病房见到了小纪，他面色红润，跟入

院时判若两人。 感恩于肾内科医护人

员的全力救治，精心护理，尤其是张晓

林主任的精湛医术， 高尚医德，

9

月

24

日，临出院前，纪先生专门定做了一面

印有“ 医技精湛 医德高尚”的大红锦

旗，并亲手送到张主任手中，为医院再

谱一段佳话。

据悉， 上饶五院肾内科是上饶地

区技术、设备、服务全面领先的肾病综

合治疗中心， 在血液净化和急性肾损

伤抢救等方面技术领先，且可熟稔开展

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血液滤过、动静脉

内瘘成形术、 高位动静脉内瘘成形术、

长期管植入术、血液灌流、

CRRT

、血浆

置换等先进技术， 为饶城广大肾病患

者赢生机， 也因此收到患者及家属的

一致赞誉。 （ 潘建红）

老人患复杂左前降支分叉病变

巧 植 双 支 架 术 解 “ 心 ” 忧

遗失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壹份，证号：皂头镇

2016501

号 ， 办证时间 ：

2016

年

10

月

31

日 ， 声明

作废 ，陈炎林 。

启

事

专题

责任编辑：王晓昕

电话：

8292149

2019

年

9

月

26

日 星期四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