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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婺源县妇保院组织对县城

及周边

50

余个幼儿园

5000

余名幼

儿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免费视力普查

工作。 主要针对学龄前儿童开展眼保

健和视力常规检查，便于第一时间发

现幼儿近视、弱视等常见异常情况。

活动现场， 医护人员通过使用

标准对数视力表为孩子们检查视

力、眼部疾病筛查（儿童屈光、眼位

异常等检查） 和视力评估并建立视

力健康档案。同时，还为孩子们宣讲

眼保健知识， 让孩子从小就有了护

眼、爱眼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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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存放和正确使用农药等有毒物品， 谨防儿童

接触。

农药可经口、 鼻、 皮肤等多种途径进入人体， 使人中毒。

家中存放的农药、 杀虫剂等有毒物品， 应当分别妥善

存放于橱柜或容器中， 并在外面加锁。 保管敌敌畏、 乐果

等易挥发失效的农药时， 一定要把瓶盖拧紧。 有毒物品不

能与粮油、 蔬菜等堆放在一起， 不能存放在既往装食物或

饮料的容器中； 特别要防止小孩接触， 以免发生误服中毒

事故。 已失效的农药和杀虫剂不可乱丢乱放， 防止误服或

污染食物、 水源。

家用杀虫剂、 灭鼠剂、 灭蟑毒饵等严格按照说明书使

用， 放置在不宜被儿童接触到的地方， 以免误食。

施用农药时， 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并且遵守操作规程， 注意

个人防护。 严禁对收获期的粮食、 蔬菜、 水果施用农药。

严防农药污染水源。

对误服农药中毒者， 如果患者清醒， 要立即设法催

吐。 经皮肤中毒者要立即冲洗污染处皮肤。 经呼吸道中毒

者， 要尽快脱离引起中毒的环境。 中毒较重者要立即送医

院抢救。

（记者 陈 建 黄珠慧子 整理报道， 市健康教育所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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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测量脉搏和腋下体温。

脉搏测量方法：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指腹平放于手腕

桡动脉搏动处，计一分钟搏动次数。

腋下体温测量方法： 先将体温计度数甩到

35℃

以下，

再将体温计水银端放在腋下最顶端后夹紧，

10

分钟后取出

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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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确使用安全套， 减少感染艾滋病、 性病的危

险，防止意外怀孕。

正确使用安全套，一方面，可以避免接触感染病原体的

体液，减少感染艾滋病、乙肝和大多数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另一方面，可以阻断精子与卵子的结合，防止意外怀孕。

要选择有效期内、无破损、大小合适的安全套，掌握安

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坚持每一次性生活全程正确使用，性

生活后要检查安全套有无破裂或脱落，若有破裂或脱落，要

立即采取紧急避孕措施。

不要重复使用安全套，每次使用后应打结丢弃。

������

本报讯 程顺姬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报

道：为进一步提升德兴市城市环境卫生，德

兴市卫健委积极组织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

工参与创卫“ 万人大会战”活动。 用实际行

动为打造优美、整洁、文明、宜居的城市环

境做出贡献。

在红山社区 ，网格化管理人员着重对

辖区卫生死角、陈年垃圾堆放点等卫生薄

弱环节进行了清理

,

同时强化社区道路卫

生清洁、垃圾杂物清理。他们带着扫把、畚

斗、铲子、钳子等工具，清扫街道及住户房

前屋后卫生，清理花盆、沟渠积水 ，消除蚊

虫孳生地，向居民发放创建宣传品和垃圾

袋，提醒市民“ 你我多一份自觉 ，城市多一

份清洁”，形成人人参与，大家齐动手的良

好创建氛围。

秋

季

育

儿

小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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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季，早晚温差较大，加上气候干燥，幼儿容易感冒

和喉咙不适，因此幼儿的衣、食、住、行都需要家长注意。

衣： 由于温差较大， 幼儿早晚应比白天多加一件衣

服。 对于好动、易出汗的幼儿，在其玩耍时可在其背后垫

一块毛巾或玩后及时给他更换衣服。 同时幼儿的鞋子应

以轻便的运动鞋为主，少穿皮鞋。

食：多让幼儿吃一些含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尤其是含

维生素

A

、

C

多的食物， 它们对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有帮

助。 在秋季，大蒜、萝卜、生姜、韭菜都是可以增加幼儿抵

抗力的食物，可能幼儿不喜欢吃，但家长可以通过改变食

用方法让幼儿食用，比如在做菜时增加蒜末的添加，平时

给幼儿煮点萝卜水、 生姜水等。 对于常在秋季咳嗽的幼

儿，家长可以多炖些冰糖雪梨水给幼儿吃。秋季也是吃蟹

的季节，蟹属寒性，幼儿的脾胃嫩，不可以多吃。 另外，是

药三分毒，不要把服药作为预防幼儿生病的途径。

住：虽然天气会逐渐变冷，但在家时还是要保证一定

时间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幼儿的被子需要

经常晒太阳， 平时上学期间家长可在每个星期五把幼儿

的被子带回家利用双休日把被子洗、晒一下。

行：秋天最适合户外运动，家长有时间应多带幼儿到

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晒太阳可以促进体内钙的吸收，同

时也增强幼儿的体质。 由于气候多变，患感冒幼儿增多，

各位家长要督促幼儿多饮水，增加饮水次数，确保孩子有

足够的饮水量。 另外家长应根据天气变化及时为幼儿增

减衣物，防止感冒的发生。

(

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整理）

������

本报讯 陈荟依 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报

道：

10

月

10

日是第

28

个“ 世界精神卫生

日”。 近日， 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组织四位

精神医学专家， 在上饶市信州区东都社区

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 为当地居

民进行心理健康宣教、 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

《 心理健康十条》 、 《 失眠健康教育处方》 、

《 精神分裂症健康教育处方》 等精神卫生健

康教育宣传资料， 向市民宣传精神疾病防

治知识。 当天共发放宣传册

110

余册， 免

费心理咨询

11

人次， 安放宣传展板

4

块。

此次活动的开展提升了社区居民心理健康

关注度， 增强了居民心理健康意识， 也提

高了大家对心理疾病的正确认识。

据了解， 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

“ 心理健康社会和谐， 我行动”， 旨在通过

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和健康教育， 引导动员

全社会共同参与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号召

各级政府部门、 社区等， 各尽其力， 各负

其责， 共同关心精神疾病患者， 合力构建

和谐社区环境。

德兴卫健委开展创国卫 “万人大会战 ”行动

市第三人民医院举办“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

壮 大 实 力 服 务 百 姓

———上饶市人民医院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婺源妇保院免费检查儿童视力

先进设备助发展

10

月

9

日的清晨， 市人民医院内儿科

大楼里，人流川流不息。“ 儿科

1953

年才独

立成科，经过

60

余年的努力，儿科不断发展

壮大，如今分设儿科门诊、儿科急诊、普儿病

区、重症监护病区、新生儿病区，护士医生加

起来

100

多名。”作为一名医院的老医生，儿

科主任吕翔对医院的变化感触颇深：“ 不光

是医疗水平和医疗环境得到了提升，先进医

疗设备的引进实实在在解决了很多问题。上

个月有一名

2

岁的孩子， 误吞了一颗筛子，

送来医院时已呼吸困难。像以前遇到这种情

况，只能送往外地大医院治疗，耽误救治时

间。 现在我们科有自己的电子牵制镜，方便

多了。 ”

不光是儿科， 先进设备引进了各个科

室。医学装备科科长连金泉向记者介绍：“ 美

国

GE

数字化平板血管造影系统， 功能性、

安全性以及稳定性能满足临床需求，保证心

脑血管、 外周血管及肿瘤病人的介入治疗；

美国科医人钬激光手术治疗平台是微创治

疗肾结石的必备设备，用于开展经皮肾镜钦

激光碎石取石术、 输尿管镜激光碎石术、膀

胱结石钬激光碎石术、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

等；德国史托斯

3D

腹腔镜克服了传统腹腔

镜二维显示的技术短板，弥补了传统腹腔镜

立体视觉不足，使腹腔镜手术的视野更加清

晰、直观，提高了手术的精确性。还有西门子

全自动生化免疫流水线，

3.0T

磁共振成像

系统……”连金泉表示，医院每年都会引进

几千万的设备， 为临床诊疗提供了有力保

障，不仅改善群众看病就医体验，也令病人

得到最全面最高效的服务。

始终为病患服务

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于

1992

年独立

成科 ，初创科室只有

4

名医生 ，

7

个护士 ，

15

张病床和极其简陋的设备 。 神经外科

主任詹剑介绍道 ：“

90

年代初 ， 对于一个

专科来说是很简陋的，全科室一台呼吸机

都没有。 再看看现在，每张床位旁都配有

一台专用呼吸机和显微镜 ，对于病人的治

疗更加方便 。 ”

30

年的发展 ，令科室发生

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但他们“ 始终为病患

服务”的宗旨却从未改变。

临近十二点，神经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

内的护士顾不上吃饭，依然在忙着给病人进

行午间基础护理。神经外科护士长邵银花告

诉记者：“ 口腔护理、气管插管护理、尿护等

是基础护理，这是护士们每天早、中、晚都要

重复做的工作。 ” 邵银花在医院工作了

31

年，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她就深知护理工作

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重症监护病房，“ 这里收

治的都是危重患者，相比普通病房，这里的

护理任务

24

小时无间断，格外繁重。 ”即使

工作有千般繁琐万般艰难，但她和她的护理

团队还是用真诚、细致的心尽职尽责地服务

着每一位病患。“ 虽然在重症监护病房比普

通病房辛苦，但是我每天过得很充实。 那些

危重病人在我们医护团队精心治疗和护理

下，能够一天天好起来，看着他们最终痊愈

出院，让我体会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 ”

书写新时代篇章

70

多年来，医院始终坚持“ 深化改革，

强化管理，科技兴院，发展专科”的方针，一

直秉承“ 救死扶伤”初心使命，不断提高医疗

服务能力、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加强医疗队

伍建设。 医院不断引进高科技医疗设备，为

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硬件支撑；积极

开展高、新科技项目，如经心包全肺切除术、

脊柱侧弯矫形术等；为上饶市及周边地区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创伤患者、危重孕产妇和

儿童（ 新生儿）救治打造一张生命救治网络；

推进医联体建设，长期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

医院开展对口支援，积极指导受援医院开展

新技术和新项目；加强医疗、护理质量管理，

优化就医流程，推行移动支付；门诊导诊台

升级改造成一站式服务中心，为方便患者就

医、办理业务提供了便利。

有付出就有收获。 市人民医院先后荣

获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全国模范

职工小家、 江西省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江

西省群众满意医院、江西省卫生系统行风

建设先进单位、江西省卫生科技创新先进

单位 、全省医保定点

2A

单位 、市级文明

单位、消费者诚信单位等荣誉称号 。 该医

院副院长杨明才表示：“ 新时期，市人民医

院将更好地服务群众，为上饶的医疗卫生

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为建设大美健康上

饶贡献一份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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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

1940

年的上饶市人民

医院初称 “江西省第六行政区中心

卫生院”，

1944

年

1

月改称江西省立

上饶医院，

1949

年

9

月改名为“江西

省立上饶专区人民医院”，

1970

年改

为 “江西省上饶地区人民医院 ”，

2000

年撤地设市后改称为 “江西省

上饶市人民医院”。时光荏苒

,

白驹过

隙， 如今的上饶市人民医院早已从

“一穷二白” 逐步发展到科室齐全，

从初始的卫生院到如今床位过千的

现代化医疗机构， 从几十人团队到

职工上千人， 从设备缺乏到拥有大

型现代化精准设备， 成为我市规模

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医疗设备最

先进的医疗服务中心。

市人民医院新旧对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