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市疾控中心联合信州区疾控中心在西市

街道解放河社区叁医柒护养老照料中心，开展以“防

控糖尿病 保护你的家庭”为主题的健康科普宣传活

动，进一步提高公众主动防控糖尿病的意识，积极采

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水平。

活动以咨询及讲座为形式

,

专业技术人员向居

民讲解如何早期发现糖尿病、如何正确对待慢性病、

糖尿病诊断标准、引导病人正确规范用药、饮食治

疗、运动疗法以及心理平衡等。让居民们掌握糖尿病

的防治常识，强化糖尿病防治意识。

（张赛红 记者 陈建摄影报道）

本报讯 姚文钊 记者陈

建 黄珠慧子报道：为进一步

增强口腔医疗机构依法执业

意识， 提高口腔诊疗器械消

毒管理能力， 规范医疗废物

处置， 保障与维护公众的医

疗安全和健康权益。 近日，玉

山县卫健委组织人员对辖区

内

25

家口腔医疗机构进行

了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

主要从规章制度建立、 人员

执业资格、医疗技术准入、诊

疗操作规范、消毒灭菌管理、

医疗废物处置等方面进行。

针对检查中存在问题的单

位， 当场下达监督意见书要

求立即整改， 及时上交整改

报告。

玉山县卫健委还将组织

“ 回头看”， 并对整改情况进

行复查， 若存在整改不到位

情况，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予以立案处罚， 确保监督检

查成效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通过此次专项检查， 将有效

促进辖区内口腔医疗机构和

执业人员依法执业、 规范执

业，增强医疗安全意识，为辖

区群众提供更加安全的就医

环境。

玉山县卫健委

开展口腔医疗机构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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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横峰县“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大型无偿献血活动在县行政中

心和县人民医院举行。

500

余名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成功献血人数

305

人，总献血量达

94100

毫升。

献血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体检测量，撸起袖子排队献

血，整个献血过程井然有序，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纷纷表示，无偿献

血是公益事业，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传

统美德和无私大爱的精神传递下去。

（张雅琛 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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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健康理念扎根百姓心间

饶玉团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健康视 点

今年以来，市卫健委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

入开展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平台，以普及全民卫生知识、提高全民

健康水平为目的，把“预防为主”贯穿“大美健康上饶”建设全过程，通

过实施健康教育专项提升工程，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 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市卫健委针对学校、医院、企业、社区、行业和窗口单

位，开展健康教育专题培训

30

余场次，覆盖

1.2

万余人。 开展“健康教

育大讲坛”、 健康知识讲座、 健康知识学习活动

961

场次， 参学人数

11.6

万人；开发《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居民管理手册》和《中医健

康知识》等

5

种健康教育传播材料；组织市直、县（市、区）、乡镇、村居

共

200

余支队伍参加“千场百万”居民健康素养知识大赛，活动覆盖人

数约

5

万人……全市城乡居民健康意识显著增强，健康素养水平得到

明显提升。

完善健康教育体系

为切实加强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的领导， 做好健

康教育与促进工作的部署与协调、督导及推进工作，市

卫健委成立健康教育工作领导机构， 完善健康教育体

系建设。 目前，全市已初步形成了市、区、街道办事处、

社区四级健康教育组织网络。 社区、学校、医院及机关

企事业单位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均做到了有健康教育

领导小组、有专兼职人员、有工作经费、有健康教育知

识传播阵地，健康教育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同时，

2019

年新增健康教育工作经费

13

万元，市健康教育所

根据本市居民的健康需求，自主开发、制作

10

余种群

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教育传播材料。

今年以来， 市健康教育所举办专业培训班

34

场，

培训

2300

余人次，信州、广丰、广信三区共组织创卫专

家进行健康教育专题培训十余次，覆盖人数近万人。

开展全民健康教育

扎实开展学校健康教育。 目前市本级和信州、广

丰 、广信 、万年 、婺源 、德兴 、横峰等县（ 市 、区） 各中

小学校均开设了健康教育课 ， 做到了有课程 、 有教

材、有教具、有教案、有测试，并开展了学校健康教育

评价，学校健康教育设施得到明显改善 ，健康教育宣

传阵地得到完善和巩固；规范开展医院健康教育。 市

直属和各县（ 市 、区） 各医疗卫生机构以创国卫为契

机，建立了院、科、病室三级健康教育网络 ，配备了专

（ 兼）职健康教育人员，强化健康教育骨干队伍建设 ，

并把健康教育工作纳入了医护人员评比 、 考核活动

之中，使医院健康教育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持续推进

社区健康教育。 通过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为主

导，以社区居委会为依托 ，紧紧围绕群众健康需求和

卫生防病工作重点 ， 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

群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教育活动 ，广泛普及健康知识 。

市中心城区和婺源、德兴、横峰、万年等县（ 市、区）居

民家中健康教育资料入户率达到

90%

以上 ， 居民健

康知识知晓率达到了

83.5%

， 健康行为的形成率达

到

76.4%

。

推进健康环境建设

截至目前， 市中心城区总共建设健康主题公园

8

个、健康步道

10

条、健康文化长廊

14

个、健康食堂

12

家，以健康四大基石“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

心里平衡”为主要内容，倡导“ 日行一万步 ，吃动两平

衡，健康一辈子”的健康理念，营造健康环境，让人民群

众在休闲娱乐中获得健康知识。 市城区各大广场、临街

门店、 机场等公共场所设置的电子屏幕定期播放健康

教育保健知识和《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 ；各休闲公

园、 居民集中聚集地和公交站台均设置了健康教育宣

传橱窗（ 栏） ，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释义》和有针对性、时效性的卫生防病知识教育，

满足了群众对卫生防病知识的需求， 提高了群众总体

的卫生知识水平。

同时 ， 积极组织各医疗卫生机构的广大医护人

员深入街道 、社区 、机关 、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举办丰

富多彩的健康教育讲座 、义诊 、咨询和培训 ，营造了

良好的健康氛围。 截至目前，市中心城区共创建和命

名无烟单位

234

家 ，健康单位

132

家 ，标准化健康食

堂

12

个。

积极营造无烟环境

为控制烟草危害，市卫健委下发了《 上饶市公共场

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

,

并积极组织和协调各部门、各行

业认真履行控烟工作职责，强化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

控烟工作力度。 同时，充分利用公共宣传栏、讲座、大型

宣传活动、微信公众平台等方式广泛宣传“ 吸烟有害健

康”知识；为打造无烟环境，一方面全力清除辖区烟草

广告，另一方面大力开展无烟环境创建活动。 市中心城

区

27

家医疗卫生机构，

64

所中小学全部成功创建为

“ 无烟医院”或“ 无烟学校”；推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室内场所全面禁烟， 累计共创建“ 无烟单

位”

128

个（ 机关、企事业单位） 。

在各个公共场所、“ 六小行业”以及客车、公交车、

出租车等交通工具设置禁烟标识、提示语，并设置吸烟

区，落实控烟巡查员对吸烟人员进行劝阻，实行城区所

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全面禁烟。 通过各种控烟活动的

开展，城区成人吸烟率下降达

3%

左右。

每年的

11

月份至次年

2

月份， 都是流感

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季。尤其是最近气温下

降比较明显，早晚温差大，专家预测，

11

月中

下旬会进入到了每年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

高发期。 流感

(

流行性感冒

)

是由流感病毒引起

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传染性强，人群

普遍易感，在学校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

可发生暴发疫情，对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和慢

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的危害尤为严重。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常由于受

凉或鼻病毒、冠状病毒、细菌等病原引起的

呼吸道疾病，传染性不强，症状较轻，呈自限

性。 而流感是由流感病毒（ 甲型和乙型流感

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主要

通过其近距离呼吸道飞沫传播，也可以通过

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传

播，在人群聚集的场所发生聚集性疫情。

流感起病急，大多为自限性，但部分因出

现肺炎等并发症可发展至重症流感， 少数重

症病例病情进展快， 可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和或多脏器衰竭而死亡。 流感的症状是临

床常规诊断和治疗的主要依据， 流感一般表

现为急性起病、发热（ 部分病例可出现高热，

达

39℃~40℃

） 、咳嗽、咽痛、流涕、鼻塞、身体

疼痛、寒颤、疲乏、腹泻、呕吐等症状。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手段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

手段， 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

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疫

苗接种的免疫力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因

此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 是预防流感的最佳

手段。在大多数年份，流感疫苗与流感流行毒

株的匹配较好，具有良好的保护力。接种流感

疫苗是安全的， 仅个别出现接种部位红肿热

痛、嗜睡、乏力、肌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等轻微不良反应，通常会在几天内自行消失，

极少出现重度反应。

据了解，

6

月龄及以上所有愿意接种流感

疫苗并且没有禁忌症的人都可以接种流感疫

苗。 但需要注意的是，对疫苗中所含任何成分

（ 包括辅料、甲醛、裂解剂及抗生素）过敏者不

宜接种，患伴或不伴发热症状的轻中度急性疾

病者建议症状消退后再接种。

日常生活预防流感小妙招

除了接种疫苗以外，采取一些日常防护

措施也可以有效减少流感的感染和传播：保

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勤洗手，尽量避免

触摸眼睛、鼻或口；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

休息等；避免近距离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流

感流行季节，尽量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出现

流感样症状后，患者应居家隔离观察，不带病

上班、上课，接触家庭成员时戴口罩，减少疾

病传播；流感样症状患者去医院就诊时，患者

及陪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整理）

流 感 高 发 季 这 些 你 要 知 道

我市开展防控糖尿病

科普宣传活动

德兴市卫健委于

11

月

14

日组织部分医疗卫生

单位在该市老年大学门前开展糖尿病爱心义诊和讲

座活动。各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爱

心义诊活动也同时进行。

据悉，糖尿病若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

还是

可以控制的。 此次活动旨在提高市民对糖尿病及其并发

症严重性的认识，让社会关心糖尿病患者的工作与生活，

唤起全社会对糖尿病防治事业的关注。

（杨小燕 钟剑波 记者 黄珠慧子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