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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玉萍 记者陈

建 黄珠慧子报道： 为广泛宣

传基本公共卫生避孕药具服务

项目， 增强育龄群众生殖健康

意识， 提升避孕药具服务管理

水平。 近日， 信州区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联合朝阳镇

卫计办开展优生优育进万家及

药具免费发放活动， 并为育龄

妇女开展妇幼保健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 通过悬挂横

幅、 摆放咨询台、 发放免费

药具及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

进行， 广泛宣传国家免费供

应避孕药具及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的相关政策。 工作

人员分别向前来咨询的育龄

群众进行交流 ， 让她们了解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

目， 针对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的项目内容， 检查所需要带

的东西， 以及检查前的准备，

比如空腹、 憋尿等问题进行详

细讲解。 同时了解适龄群众对

避孕节育及药具服务工作的需

求， 积极宣传避孕节育和生殖

健康等方面的知识， 动员广大

育龄妇女及时自觉地落实节育

措施， 并将免费避孕药具、 宣

传单发放到前来咨询的群众手

中。

此 次 活 动 共 接 受 咨 询

300

余人 ， 发放叶酸

60

余

瓶， 避孕药具

1000

余只， 宣

传册

500

余份， 进一步提高

了育龄人群免费避孕药具政

策知晓率和药具服务满意度，

让更多人知道国家免费孕前

优生检查项目， 提高了知晓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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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重文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报道：为扎实推进廉

洁医卫建设，加大医疗乱象整

治，规范医疗行为和医德医风

专项督查力度，遏制行业不正

之风，树立廉洁行医新风尚。

近日，广信区卫健委组成三个

督查小组对医疗卫生单位、镇

（ 乡、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民营医院等

51

个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了医疗乱

象整治行动和医德医风专项

教育专项督查。

督查组主要采取抽查病

历、 深入科室与病区实地察

看、现场询问、电话回访患者、

查阅收费清单等形式，对各医

疗卫生单位执业行为、医疗骗

保行为、虚假广告行为、医疗

欺诈等各项违规行为进行实

地督查。 督查中，发现“ 违规

使用抗菌药物、无指征使用或

联用辅助用药、无适应症或无

医嘱检查、病历书写不规范、

部分核心制度（ 如危急值班报

告制度、三级医师查房制度）

执行不够到位”等多项问题。

检查结束时，各个督查小

组均向每个医疗卫生机构书

面反馈了整改意见，督查专家

现场对各单位医务人员进行

了业务指导。并要求各单位要

建立问题台账，采取得力措施

开展整改，进一步规范病历书

写；要定期开展院内点评促进

医生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与辅

助用药，以医德医风专项教育

活动为载体，加强医务人员卫

生法规条例与行为规范学习，

善用身边腐败典型案例，以案

明纪、以案说法、警钟长鸣，有

效筑牢医务人员廉洁思想防

线，进一步强化医务人员规范

执业、廉洁行医意识。

自廉洁医卫建设开展以

来，广信区卫健委主动作为，深

入查找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违

规执业行为， 并依照相关规定

进行及时处理， 通报处理医疗

机构

3

例，行政处罚

1

万元，并

对

1

家民营医疗机构违反 《 医

疗机构手术分级管理制度》与

《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的执业行为问题整改开展了约

谈，进行了全区通报批评，起到

良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从而有

力推动全区医疗服务与医疗质

量水平再上新台阶。

健康教育

信州区免费发放计生药具

广信区有序推进医疗乱象整治行动

市、区两级疾控中心

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督导检查

看 病 不 用 愁 幸 福 有 保 障

———我市扎实推进健康扶贫工作见闻

黄欣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告别看病难

近年来，我市不断夯实乡镇级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

切实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化管理， 有效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临床服务能力， 确保每个行政村有一所标准化村卫

生室和乡村医生。 目前全市共有

4574

个村卫生室，平均每个

行政村

1.9

个村卫生室，平均每个村卫生室有

2

名合格的乡村

医生，保障了农村居民小病不出村的基本医疗需求。

在上饶经开区板桥村口，干净、整洁、规范化卫生室映入

眼帘。记者在卫生室用药专柜看见，除了头孢、维生素等常见的

30

余种药品，保障群众基本用药

,

还有适用于贫困患者的慢性

病药，贫困户不出村就可以在家门口看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卫

生室还开通了医保直报， 大大解决了贫困户看病及报销的困

难。村民黄春莲说：“ 卫生室就在家门口，也比较近，看了病能直

接报销，省时省力。 ”据了解，上饶经开区医院每月会联合辖区

内贫困村卫生室，走访贫困户，为他们免费体检，同时为行动不

便的慢性病患者送药上门，让群众病有所医。

德兴李宅乡卫生院结合当地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实际情

况，为方便服务群众来院就诊，制作了医疗联系卡和贫困人员

家庭医疗帮扶联卡。将医院基本概况、相关医保政策、接诊联系

电话等内容印制在医疗联系卡上，只需拨打电话，贫困人员可

享受救护车免费接送服务。目前医疗帮扶联卡已覆盖全乡

170

余户贫困户，受到了贫困患者及家属一致好评。

就医负担轻

为了让扶贫保障政策落实到位，确保百姓“ 看得起病”

的政策落实 “ 不走空 ”，

2016

年至

2020

年全市累计投入

50350.5

万元为贫困人口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金，做

到贫困人口

100%

免费参保；通过“ 四道保障线”后，贫困人

口住院报销比例达

91.3%

， 切实减轻了贫困人口就医负担；

全面落实大病免费、 专项救治政策， 截至目前， 全市共对

15476

名大病贫困患者实施专项救治，对

56082

人实施大病

免费救治；贫困人口享受“ 先诊疗后付费”和“ 一站式”即时

结报，切实做到让贫困患者“ 看病少花钱、报销不跑腿”。

婺源县妇幼保健院组建由医生、 护士、 医技人员等

10

余人的医疗专家团，不定期下乡给贫困户做体检，并为其建

立健康档案。 江湾镇前段村建档立卡户吴华欣患风湿病已

有十几年，经过医生的精心用药治疗，身体逐渐好转。 吴华

欣感激地说：“ 专家给我们贫困户看病是免费的， 药能报销

90%

，非常感谢医疗专家，更感谢国家政策，真正帮我们减轻

了就医负担。 ”

“ 和以前相比说实话很方便， 以前报销要去几个单位，

现在一站式报销我们先看病后付钱，一次性报销很方便。 ”

家住鄱阳县脱贫户高永清孙子得了慢性病， 先后多次到上

海看病，每次出院回家，他只需将材料送往鄱阳县健康扶贫

“ 一站式”结算服务中心就可以快速实现报销，还可以通过

手机登录鄱阳县健康扶贫“ 一站式”查询服务平台，查看总

医疗费、自付费用等详细信息，非常方便、省心。 他感慨道：

“ 要不是有这么好的扶贫政策， 我们家根本负担不起医疗

费。 ”鄱阳县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炳金表示，全县

2019

年为贫困户投入大病保险和补充保险

1.7

个亿，给所有贫困

户加强了医疗的保障。

根本在于“防”

健康扶贫的根本在于“ 防”，近年来，我市不断提升公共

卫生服务水平，帮助人民群众没病早防、有病早治。 截至目

前，农村妇女“ 两癌”筛查实现了所有县

(

市、区

)

全覆盖，共开

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202388

人次、 新生儿疾病筛查

11251

人次；开展免费体检

,

准确掌握建档立卡群众健康状

况

,

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余干县人民医院专门购买了一辆体检车，组建由医生、护

士、医技人员等

15

人的医疗团队，不定期下乡给贫困户做体

检，并为其建立健康档案；万年县中医院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

的特点，进村入户开展中医药服务，为群众免费提供针灸、推

拿、拔罐等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和中医药健康保健指导，以简

便的中医药服务扫除因病致贫的隐患；弋阳人民医院从

5

月中

开始入村为老年人、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免费体检，同时对他

们进行健康知识宣教和健康指导。

近年来， 上饶市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 做好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和人民群众的健

康教育，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和健康素养；组建了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团队，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重点人群基本做到了应

签尽签。 截至目前，全市贫困人口、慢病患者签约率分别达

98.46%

、

98.57%

，面对面随访率为

85%

。“ 自从签约了家庭医

生，村民的就诊意识都提高了，按照约定，每年可免费进行

常规健康检查。 ”德兴李宅乡卫生院院长余建华告诉记者，

卫生院组建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大力推进农村贫困

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重点落实贫困人口中患病人群一

对一健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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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乐颖 记者陈建 黄

珠慧子报道：

7

月

22

日， 上

饶市疾控中心和信州区疾控

中心结防科专家督导组走进

上饶市立医院， 对该院的结

防工作进行全面督导检查 ，

重点对新病原学阳性率、 高

危人群耐药筛查率及结核病

分子生物学检测等方面开

展。

督导组一行通过听取工

作人员汇报、 实地查看、 现

场调研等方式， 分别仔细检

查了医院结核病检测实验室

规范化建设、 结核病门诊的

设置以及结核病网报等工作

情况。 尤其详细查看了实验

室痰检标本是否合格， 信息

登记是否规范， 并细抓各个

环节的相关事项， 现场指导

实验室检验人员及网报人员

如何进行规范操作， 面对面

开展交流与沟通。

督导反馈会上， 督导组

对市立医院结核病网报等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根据督

导情况， 当场给出了意见与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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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气温节节攀升，一系列防暑降温的“ 妙

招”又有用武之地了，殊不知，有些“ 妙招”其实

是很伤身的。 以下是人们容易当成防暑妙招的

“ 七件傻事”，看看自己做过几件。

赤膊真凉快

炎炎夏日， 不少男性朋友都喜欢赤膊上阵，

认为打赤膊会更凉快，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我

们知道，体表热量的散发主要是通过人体皮肤的

热辐射、汗液蒸发、空气对流和热传导。当皮肤温

度高于环境温度时，皮肤的热辐射、热传导功能

可得到有效发挥，而酷暑时节，外界气温往往接

近甚至高于人体皮肤温度，此时皮肤不仅不能散

热，反而会吸收环境中的热量，让人感到更热。所

以，为了文明和凉爽，千万不要打赤膊。

空调是个宝

既然外界温度低于皮肤温度时，打赤膊会

使人凉爽，那我们就长时间呆在屋里打赤膊吹

空调风扇可好？ 当然不行。 到时吹成面瘫、肩周

炎、头痛、感冒、肺炎、中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送你一首“ 诗”———风扇空调是个宝，切莫直吹

来睡觉；空调温度要控好，过分贪凉易感冒；内

外温差不宜大，节能减排又健康；经常通风勤打

扫，空调疾病远离你。

暴汗益处多

夏季炎热，汗出频繁，很多人认为出汗是在

燃烧脂肪，可以减肥，还可散热。从医学上来说，

夏天出汗可以维持体温的恒定， 同时排出体内

部分代谢废物，如乳酸、碳酸、肌酐、尿素以及细

菌的毒素等。 出汗虽然有好处，但暴汗并不好。

中医有“ 汗血同源”之说，过度出汗易耗伤体内

的津血，严重者可致气血两伤，因此，夏季微汗

才有利于调畅气血，切不可暴汗，出汗后记得补

充适当的盐水或糖水。

败火多吃苦

夏天炎热易上火，大家都知道要多吃“ 苦”。 中

医学也认为， 苦味食物性寒凉， 有清火的功效，但

“ 吃苦”也要因人而异，如脾胃虚寒者（ 腹部冷痛、大

便稀溏）应少食。 此外，食苦不宜空腹或过量，以免

苦寒伐胃，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

冰镇饮料爽

酷暑难耐时，来一瓶冰镇饮料真是透心爽，

但是， 如果短时间内大量饮用冰镇碳酸饮料会

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引起血管收缩、黏膜缺血，

引发腹痛腹泻。 所以，夏天应该少喝冰镇饮料，

多喝点温水，以促进汗液的分泌，带走大量的体

热，降低体表温度。

晨练要趁早

夏季早晚气温相对较低， 不少老年人趁着

这个时候来到公园晨练， 但这段时间其实并不

适合锻炼。因为在日出之前，绿色植物由于缺乏

光合作用，附近非但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反而

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不利于身体健康。 所

以，热衷锻炼的朋友们要适当调整晨练时间。

养生一把抓

夏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 不少人非常注

重夏季养生保健。“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冬吃

萝卜夏吃姜”“ 小暑吃藕精神旺” ……这类养生

谚语数不胜数，但这些并非适合每一个人。无论

是夏季养生，还是其他时节养生保健，都要遵循

个人的体质有针对性地进行，不要盲目跟风，如

果自己拿不准，一定要先咨询专业的中医师。

(

下一期“健康教育”专栏刊登《夏季“防石”

要多喝水》

防暑七大“傻事”你做过几件？

饶玉团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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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上午，信州区东市街道中山路社区联合市、区教体局开展“党建加创建，文明我

先行”活动。 活动中，

20

多名社区干部与教体局志愿者分组分片清理了楼道杂物，并入户发放

文明宣传册。同时，对沿街路面上行人乱扔纸屑，乱扔烟蒂、电动车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

劝导，以督促改推动全民参与创文明城市。 （高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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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是农村家庭致贫、返贫的首要因素，要拔“穷根”得先除“病根”。 近年来，上饶市把健康扶贫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在全面落实医疗

保障政策、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建设等工作上不断打出“组合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得到保障，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得到

有效遏制，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市因病致贫未脱贫

4709

户

,

比

2017

年减少

20448

户。 近日，记者深入我市各地村级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人

民医院，切身感受健康扶贫工作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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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以来 ，上

饶市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局严格按照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对“四

小行业 ” 的规范和标

准，切实做好监督检查

和宣传教育工作。 截至

目前，检查公共场所单

位

500

余户，存在消毒

设施未正常使用、空调

滤网有灰尘、场所内有

烟头等问题

80

余个 。

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卫生监督员下达卫生

监督意见书要求立行

立改和限期整改到位。

(

付 翔 记 者 陈 建

黄珠慧子 摄影报道）

“一站式”报销窗口

进村入户为贫困户测量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