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科学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切实筑牢核酸检测第一道防线。弋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做好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同时

,

对海鲜市场冷链食品及从业人员进行了核酸采

样排查监测。

近日，弋阳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对部分农贸市场、商超等经营单位冷库的冷冻水产品

及其制品和肉类、外环境、从业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核酸采样风险排查。据了解，此次共抽检

7

户商户、

23

位从业人员，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该县疾控中心将继续对海鲜市场冷链

食品及从业人员进行核酸采样排查监测，保障百姓“舌尖”上安全。

陈淑琴 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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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方面，教你护卫心血管健康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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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县

医疗专家进企业“1+1”服务

上饶市人民医院：

坚持党建引领 激发医疗服务新动能

本报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文

/

图

本报讯 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报道： 今年的

9

月

1

日是第

14

个“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 为进

一步深入推进以“ 三减三健”为主题

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传播和普

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引导市民形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广信区疾

控中心在旭日街道信美路上开展了

以“ 健康要加油，饮食要减油”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

重点围绕“ 三减三健”等核心内容进

行宣传，并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

宣传资料、 宣传单和健康油盐壶，免

费测量血压、 设立健康咨询台等形

式，广泛宣传“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的健康生活方

式，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

病的科普知识，以达到改善居民生活

方式，减少慢性病的发生几率。

本次宣传活动日设立咨询点

1

个、滚动电子横幅

1

条、摆设宣传展

板

4

块， 接待群众咨询

200

余人，发

放宣传彩页、折页

500

余份，发放健

康素养支持工具

200

余套，现场免费

为居民测量血压

100

余人，活动收到

了良好效果，深受广大市民朋友的一

致好评。

据了解，广信区疾控中心将在

9

月持续开展“ 三减三健”综合宣传

,

通

过此次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普

及，进一步引导居民养成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本报讯 邹洋 记者 陈建 见习

记者 钟芷涵 报道：为进一步优化万

年营商环境， 切实提升医疗服务水

平，营造重视企业、关爱企业家的浓

厚氛围，有力保障在万年投资企业家

的身心健康，万年县建立了医疗专家

“

1+1

”结对服务企业家工作机制。

9

月

1

日下午，万年县中医院医

疗专家队前往对接企业，为企业家送

上医疗上门“

1+1

”服务。“ 平常抽烟

喝酒吗？饮食习惯怎么样？”来到结对

企业，医疗专家与企业家进行细致交

流，详细了解企业家的健康状况和服

务需求，并为企业家送上结对服务联

心卡。 针对不同的企业家情况，医疗

专家就可能存在的职业病防治与企

业家进行深入讲解，并为企业家现场

测量血压。 问需求、作记录、答疑问

……医疗专家在现场忙碌不停，企业

家脸上洋溢着暖暖的笑容。

“ 政府组织医疗专家对我们企业

家进行‘

1+1

’服务，专家们还主动上

门来为我们量血压、询问身体上的不

适，真的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万年县

委、县政府对我们企业家的关心和关

怀，让我们在万年投资更安心也更有

干劲，我们一定会好好发展”企业家

代表表示。 据了解，医疗专家将定期

与所结对的企业家联系，根据需要随

时为其提供预约就诊、咨询、上门服

务等医疗保健服务，根据企业家意愿

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医疗卫生服务单

位每年还将为服务对象统一免费提

供一次健康管理服务，包括生活方式

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

查（ 包括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

血脂和心电图、腹部彩超等）和健康

指导。

因为生活、饮食等习惯的不断改变，夏秋交替的时节

也成为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因此，这个时节的心血管

问题需引起大家的重视。

为什么心血管问题容易在这个时节“ 找上门来”呢？

1

、户外运动少，补水不及时

夏秋交替时节，夏天炎热未褪，炎热天气下不少人

不愿意户外活动，加上夏天容易出汗。 水分补充不足的

情况下 ，容易导致血容量不足 、血液黏稠 ，容易导致血

栓的形成。

2

、睡眠时间短，血糖控制难

夏季昼长夜短，睡眠时间短，不少朋友喜欢熬夜，而

且常常外出宵夜，容易出现热量摄入过多，使得血脂、血

糖控制困难。 作息不规律打乱了机体交感

/

迷走神经张力

的调节规律，增加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机会。

3

、昼夜温差大

入秋后，气候变化较快。 白夜温差变大，感冒等疾病

的患病几率也提高，这类感染性疾病会增加心脏负担，诱

发心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或加重。

如何有效地降低季节转换对心血管健康带来的不利

影响呢？

（

1

）留意气候变化，预防各种感染

感染是诱发心衰的首要原因， 而夏秋季节的多变气

候又是感染性疾病多发的“ 天然温床”。 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本身抗病能力较差，心脏承受负担的能力也较弱，因此

需要特别“ 小心”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各种传染性疾病。

（

2

）适当户外运动，同时要注意补充水分和必要的电

解质

运动不足或大量排汗后忽视了补水， 容易导致血液

黏稠，引发血栓。 虽然炎热的天气还未完全过去，但长期

缺乏户外锻炼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等问题。

（

3

）保持情绪平稳，出现症状要及早医治

情绪激动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心跳加快、心脏

负担增加。因此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可过分激动，一旦出

现心慌、胸闷、胸痛、憋气等症状时要及早就医。

（

4

）饮食上不要有太大的变化

不少朋友到了秋天会在饮食上“ 进补”，饮食上的结

构变化实际上不利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季节过度。 每餐

的膳食中，应保证荤素搭配，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纤维素等各项摄入都不可忽视。

（

5

）尤其应该避免熬夜

这既包括尽量不要太晚睡觉， 也包括尽量不要在晚

上吃宵夜。 另外，心血管疾病容易在夜间和晨起多发，这

和夜间血容量不足、血液黏稠度高，容易形成血栓有关，

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并注意补水。

（

6

）充分了解发病前兆，把握就医最佳时机

心血管疾病患者， 也包括一些既往尚无明确的心血

管疾病的朋友， 需要关注和了解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病

先兆。 如心梗发作前常常会有胸闷、胸痛、活动耐力下降

等前驱症状，尤其从无到有、从轻到重、从稀发到频发、从

短时到持续、 从活动后发作到静息下也发作等情况的时

候，要提高警惕，最好提前就医。

记者提醒， 心血管疾病基本都是需要长期防控的慢

性疾病，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无论气候如何变化，

都需要注意坚持合适的药物治疗，即使需要调整，也需要

咨询专业的心血管病专家的意见， 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调

整，而不能自作主张，药物治疗是不能被替代的重要防治

方式。

（记者 陈建 见习记者 钟芷涵 整理）

（下一期“健康教育”专栏刊登《避过劳 常调养 防腰

痛》）

广信区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启动

保障百姓“舌尖”上安全

9

月

4

日， 记者在市人民医院大厅看到不

少志愿者在协助群众挂号、引导人群分流，场面

井然有序， 这是该院推进的积极优化医疗服务

流程，缓解百姓“ 看病烦”与“ 就医繁”的有效举

措， 切实帮助患者解决了日常就诊时的一些疑

惑问题，大大节省了患者就医时间。 据悉，门诊

医护人员每天提前到岗，做好消毒等准备工作，

他们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的防控知

识，于细微处守护好医院的第一道关卡，为全市

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据了解，今年

4

月

27

日起，医院党委领导班

子成员带领各科室人员恢复一楼大厅“ 分诊”、

“ 导诊”志愿活动，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导诊

就医、信息咨询、方位引导等服务，进一步推动

医院全面复工复产，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门诊诊

疗秩序得以大幅好转， 患者就诊流程进一步优

化。 同时，在门诊、住院部各处广布自助机，极大

地方便了患者开展自助挂号、自助查询、自助缴

费和自助打印检验报告单， 满足了患者快捷便

利的各种服务需求。

“您好，医生，这是我爸的报告单。 ”

“可以，继续目前剂量，定时复查。 ”

这是微信群里的一段对话。已出院的患者邹阿姨说：

“从前，出院回家以后我们遇到吃药难题、复诊问题都比

较麻烦，但现在有了微信群和公众号以后，我们在家就可

以及时问诊，而且周主任的回复也很及时，真正的解决了

我们的大难题！ ”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守初心、担使命，推

行信息化医疗手段， 着力解决患者和医院职工的 “烦心

事”。 近两年，上饶市人民医院发挥“党建

+

”优势，激发医

疗服务新动能，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为百姓健

康造福。

狠抓队伍建设，成为医院发展重要推动力。

8

月

11

日

至

13

日， 上饶市人民医院组织了第一批近

50

名党员走进

弋阳方志敏干部学院， 围绕“ 守初心担使命 新征程再出

发”主题开展培训活动，让大家能更深入地学习和领会方志

敏同志“ 爱国、创造、清贫、奉献”的精神内涵，更深刻地领悟

老一辈革命者的伟大信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以及

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服务百姓健康，上饶市人民医院始终不忘社会责任，通

过公益讲座、义诊活动等为群众办好事、解难事。今年七月，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9

周年之际，上饶市人民医院第四党支

部积极响应党委的号召，在支部书记、神经内科王建林的带

领下来到铅山县稼轩乡开展义诊活动。 王建林主任详细地

倾听当地患者的病史，并为其答疑解惑；内分泌科阳玲副主

任为当地糖尿病患者认真查体， 并对他们的降糖方案进行

调整；四支部的护士长们还言传身教，把“ 七步洗手法”普及

到小朋友手中……支部党员在主题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党员党性意识不断增强；支部整体活力明显提

升，带动了各项业务工作更好更快发展。

此外，为凝聚思想共识，上饶市人民医院积极推进党建

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通过开展开班授课、健康教育培训等

系列活动，建立起“ 理论联系实际”的党建工作体系，引导医

院全体职工践行服务理念，夯实工作作风。 同时，将党建元

素注入到医院文化体系中，依托医院网站、微信公众号、楼

宇影像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专题板块，真正使党建文化

成为推动医院各项工作的动力源泉， 引领促进医院各项工

作齐头并进。

“ 未来，上饶市人民医院党委将继续坚持抓党建、聚合

力，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服务群众，为饶城建设贡献‘ 饶医’力量。 ”程涛说。

“党建+队伍建设” 务实发展基础“党建+作风建设” 优化诊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