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信区妇幼保健院：

强化服务 暖心患者

本报讯 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报道： 近年

来 ，广信区妇幼保健院以全力打造健康广

信为目标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强化服务 ，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满意

度。

“ 您可以通过自助挂号机智能缴费，先

点击屏幕上方……”近日，记者来到广信区

妇幼保健院，走进门诊大厅，看见一名穿着

护士服的工作人员正耐心指导问诊者使用

自助挂号一体机。“ 只要凭借就诊卡、医保卡

即可在自助挂号缴费机挂号，免去了以往排

队挂号的烦恼。 ”余女士在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缴费完毕，她称赞道：“ 就连取单、缴费、拿

药，都可以在机器上操作，不用到处跑了。医

生服务态度很好，在引导方面也很清晰。 ”今

年以来，该医院大胆尝试引入“ 保姆式”导诊

服务，实行咨询、导诊、陪检、办理出入院、投

诉处理五条线“ 一站式”服务。护理部主任龚

燕向记者介绍：“ 在人流量高峰期的时候，我

们专门安排了护士， 有序地引导患者就诊、

办理入出院缴费等各个环节，提升患者的就

医体验。 ”

同时，医院还全面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

设，努力打造一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梯次

合理、服务优良的卫生人才队伍。 服务与护

理工作是连接医院与患者的桥梁与纽带，既

是医疗服务环节，更是暖心工程。 该院全面

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不仅在优化服务

流程、提升护理品质等方面下功夫，还创新

推出营养餐，根据患者需要免费供餐的特色

服务。妇产科患者家属徐威认为该院医生和

护士对患者都非常的关心、体贴，“ 医生和护

士还经常过来给患者做一些健康的宣教，让

我们更好地了解育婴知识，能更好地照顾我

们的宝宝。 ”

自今年

2

月份广信区妇幼保健院深

化医改工作以来 ，医院加强医德 、行风和

服务的培训 ，各科室积极开展医务人员服

务意识的培训 ，全面提高职工服务水平和

医疗质量 ，并设立院长接待日 、成立爱心

志愿者服务队等系列新举措 ，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妇幼医疗保

健服务。 广信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周壮发表

示 ，自医改启动以来 ，进一步激发了医院

的团队凝聚力 ， 促进了医院的管理精细

化 、规范化 、科学化 ，从而全面优化了医院

的医疗服务质量 ，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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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黄家驷医院（ 玉山县

人民医院） 血透室医护人员收

到已故患者家属送来一面特殊

的锦旗， 锦旗背后蕴藏着一段

感人的故事……

时间倒回到

9

月

2

日早上

7

：

45

，黄家驷医院（ 玉山县人民

医院） 血透室护士长吴萍像往

常一样来到科室上班。 在协助

早班护士给透析患者上机时，

她发现

2

号机位仍空着。 这是

患者李某的机位， 平时她都是

六点多钟就到的。 吴萍心里一

惊，李某是独居者，如果在家里

有什么不测，都不会有人发现。

在电话联系不上李某、 李某家

属的电话也打不通的紧要关

头， 吴萍同事联系李某所在的

社区工作人员， 吴萍则骑电瓶

车火速赶往李某家中。 当赶到

李某家楼下时， 发现其门窗紧

闭，吴萍在门外敲门、呼喊，屋

内都没有动静。

吴萍赶紧联系社区人员说

明情况， 让他们帮忙联系开锁

师傅，自己则联系救护车，如有

需要， 则能抢到争分夺秒的抢

救机会。在等开锁的时间，吴萍

回忆起以前曾帮李某寄东西给

其亲戚，有其亲戚的联系方式，

吴萍便试着拨打电话。 对方是

李某的嫂子，表示有钥匙，马上

赶过来开门。 李某的姐姐和嫂

子急匆匆地赶来开门，发现门是反锁的。在那一

刻，吴萍的心都凉了，和李某的家人泪目相望，

声音哽咽：一定是出事了……

当开锁师傅打开门的那一刻， 吴萍看到匍

匐倒地的李某，在反复确认李某无生命迹象后，

吴萍和家属一起将李某从地上抬到了床上，并

整理好她的衣服……做完这一切， 吴萍忍不住

和家属一起失声痛哭，对她来说，逝去的不仅仅

是患者，也是朋友，是亲人。每周三次的透析，长

期的相处， 血透室医护人员和患者建立的不仅

仅是普通的医患关系，更是亲密的亲友关系。

李某的家属处理好丧事后，便一行五人，拿

着锦旗、捧着鲜花、提着水果篮，来到血透室，对

医护人员表示深深的感谢。这面锦旗，传递的不

仅仅是患者家属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 更体

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牵挂。

蘑菇是一种餐桌上经常出现的菜肴，营

养美味。 蘑菇也是一种生命力十分顽强的生

物，野外随处可见各类品种的蘑菇。 但是，倘

若不小心食用了带有毒性的蘑菇， 轻则头晕

呕吐，重则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如何辨别可食用蘑菇和毒蘑菇？

当我们从市场上购买到蘑菇时， 可以先

从外观、气味、分泌物这几个方面进行辨认。

观察蘑菇的外观。 首先观察一下蘑菇的

外观。 毒蘑菇大部分奇形怪状、色彩鲜艳，如

有金黄色、粉红色、紫色、花色等等。

分辨蘑菇的气味。 从外观上难以分辨蘑

菇的情况下，可以用鼻子嗅一下蘑菇的气味。

大部分毒蘑菇有土豆或萝卜味， 而无毒蘑菇

大部分是苦杏味或水果味。

分辨蘑菇的分泌物。 我们还可以动手看

看其分泌物，将新鲜蘑菇剪短菌杆，无毒蘑菇

的分泌物一般清亮如水，蘑菇撕断不变色；有

毒的蘑菇大部分分泌物稠浓， 撕断后在空气

中极易变色。

以上几点是在一般情况下， 分辨蘑菇是

否有毒的几种方法， 但是目前发现的毒蘑菇

约有

100

种， 据资料记载可致人死亡的至少

也有

10

种。 在日常生活中，仍有许多毒蘑菇

和可食用蘑菇的宏观特征是没有明显区别

的，甚至连真菌专家也不一定能准确辨别，所

以我们在食用蘑菇之前， 仍然要提防这些隐

藏的危险。

野生蘑菇中毒症状有哪些？

毒蘑菇中的毒素十分复杂， 一种毒蘑菇

可以含有几种毒素， 而一种毒素又可存在于

数种毒蘑菇中。

毒蘑菇中毒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 大多

数毒蘑菇中毒早期都会出现无力、 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有的病例表现

为兴奋、抑郁、幻觉、步态蹒跚，还有的可出现

黄疸、血尿，肝区疼痛等，还有表现为身体的

暴露部位经日照后出现如面部肿胀，疼痛，特

别是嘴唇肿胀外翻等。

各型蘑菇中毒的潜伏期长短不一， 最快

的

10

分钟，最长的

1-2

天，其中溶血型和肝

脏损害型中毒较为严重，特别是肝脏损害型，

病情凶险，如不及时治疗，死亡率极高。

发生野生蘑菇中毒后，应该怎么处理？

目前对有毒野生蘑菇中毒尚无特效疗

法。如果不慎食入，应尽早通过催吐、洗胃、导

泻、灌肠等方法迅速排除毒素。并尽快到正规

医院接受治疗。

如何从根本上预防野生蘑菇中毒？

蘑菇种类繁多， 毒蘑菇中的毒素难以去

除和破坏，因此，不要自行采摘野生蘑菇，也

不要在流动商贩处购买干或新鲜的蘑菇；不

要食用来历不明的野生蘑菇，一旦出现恶心、

腹泻等中毒症状，应尽快到医疗机构救治；食

用蘑菇必须煮熟， 避免因烹调不当而造成食

物中毒。 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提高对预防食

用野生毒蘑菇的重视度，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以免发生悲剧，应掌握相应的食品安全知识，

拒绝自行采摘、食用野生毒蘑菇！

（下一期“健康教育”专栏刊登《轮状病毒

秋冬季让宝宝腹泻的“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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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

●头上戴帽

●腰间系裙

●脚上穿鞋

毒蘑菇 勿食用

本报讯 乐颖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报道：

随着温度下降 、冷空气到来 ，食源性疾病

的发生风险也在提升 ，为提前采取针对性

举措 ，近日 ，上饶市信州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联合信州区沙溪镇卫生管理站 ，来到

沙溪镇步行街开展“ 食品安全牢记心 健

康幸福伴你行 ”为主题的秋冬季食源性疾

病防控知识宣传及农村健康饮水安全知

识宣传。

本次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折页 、悬

挂宣传条幅 、摆放宣教展板 、开展面对面

咨询和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等方式进行 。

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以秋冬季食源性疾病

的普遍性 、季节性特点 ，食源性疾病该如

何防范 ， 安全饮用水注意事项为主要内

容 ， 对过往村民进行细致的宣传和科普 ，

并重点讲解了 ： 鉴别有毒和无毒蘑菇知

识 、蘑菇中毒自救知识 、蘑菇中毒的医院

内救治等食源性疾病预防知识。 活动引导

乡镇居民认知食源性疾病和健康饮水知

识 ，推荐具体实用的健康指导———科学认

识，自我保护 ，五大方法 ，即“ 保持清洁 、生

熟分开、烧熟煮透 、安全存放 、材料安全 ”。

参与村民纷纷表示欢迎这样针对性强的

健康知识宣传 ，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 现场

共计发送各类宣传资料约

300

份 ，各类健

康宣教用品

100

份 ，为居民提供现场咨询

达

60

人次，量血压

60

人次。

针对秋冬季食源性疾病的防控，疾控专

家再次提醒：要注意饮食禁忌，少吃生食或

避免光顾路边无牌照摊档，继续加强有毒动

植物食源性疾病防控， 不要采食野蘑菇，不

吃河豚及不认识的鱼贝类，避免毒野生菌中

毒的悲剧发生。 一旦发生食源性疾病，应及

时到医院就诊， 并详细描述近期进食史，以

便于医生快速诊治。

进入十月，气候变冷，新冠肺炎疫情反复防不

胜防。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为保障市民就医安全，

我市多家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工作上积极作为，

抓严抓实抓细“ 防疫”工作。

“ 没有口罩不能进 。 ”“ 请出示您的健康码

……”

10

月

15

日上午，记者在铅山县人民医院门

口看到， 就诊的群众正在排队接受体温筛查、查

看个人健康码。 该院门诊部护士长、护师邓叶鹏

告诉记者：“ 医院一直实行‘ 绿色健康码

+

测体温

+

戴口罩’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各入口处均有

配备工作人员， 提醒来院人员正确佩戴口罩，并

进行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 如有不配合者或是

未佩戴口罩者，是不让进的。 ”当发现有体温异常

者，便带往观察点，用水银温度计重新测量，确认

发烧后，再由专业护士带往发热门诊。 邓叶鹏说：

“ 检测点是进入医院的第一道关卡

,

也是就诊安全

的第一道防线，肩负着全院医护人员和就诊市民

的安全责任，我们的工作不容有失。 ”铅山县人民

医院门诊大楼内的挂号、缴费处已用“ 一米线”隔

开，就诊者有序地排队，相互间隔一米左右。 该院

院务委员李成宇说：“ 我们医院在人流比较密集

的时间段，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对聚集的人群

进行疏导， 使他们尽量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减

少人们感染病毒的几率。 同时在大厅中间设置自

助服务区， 就诊者可直接通过多功能自助机，完

成门诊缴费、住院预缴、报告打印等事项。 ”

对所有住院患者来说，则需要配合医院的防

疫管理制度。 该院内三科主治医师刘煜介绍道：

“ 病区患者不能串门、离开病区。 如果是轻症的患

者，尽量不要家属陪护。 如果确实需要陪护就固

定一个患者，不要每天换人，减少接触史。 家属如

果是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或者有高危地区接触史

的，应该主动向我们医院汇报。 患者或者陪同的

家属，每天都需要配合医护人员测量体温。 ”“ 疫

情防控常态化，抓严抓实抓细不放松。 ”该院党委

书记、院长杨志平说：“ 秋冬季来临，我们继续严

格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及‘ 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的总体策略，严防把守，坚决捍卫来之不易

的防疫成果。 ”

10

月

16

日，记者来到上饶市妇幼保健院，门

诊入口处设置了预检台，所有入院人员必须进行

体温检测，如发现发热病人，则由专业工作人员

由独立通道转至发热门诊。 上午

9

点，该院挂号

处已有不少人排队，所有人都佩戴了口罩，保持

着适当的距离。 记者在二楼儿保科看到，患者挂

完号后就来到相应的候诊室外等候，被叫到号后

才能进入诊室就诊，“ 一人一诊一室”的要求落实

到位。“ 虽然等候时间长，但是避免了人群密集的

交叉感染。 ”市民陈先生正带着孩子在诊室外等

候，他表示该院的疫情防控工作细致入微，让他

放心就医。

同样，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积极做好联防联

控工作，继续实行疫情常态化管理，严格把好人

员进入关、管控关、诊疗关，做到层层把控，万无

一失。 在落实好各类防控实施工作的同时，该院

于

10

月

15

日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秋冬季对所有

来访人员告知书，倡导就诊患者及陪同人员配合

医院，进行一系列防疫工作。并建议大家加强

自我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多通风，

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扩散和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