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冬季节，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

传染病叠加流行的风险增加。基层医疗机构是

村民看病就医的第一接触点，也是流行病防控

的“ 一线哨所”。 为此，玉山县下镇镇中心卫生

院多措并举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确保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

36.7℃

、

36.3℃

……” 一走进下镇镇中心

卫生院，紫外线温感器就能直接测量出问诊者

的体温，并显示在门诊大厅的显示屏上，如超

过

37.3℃

，温感器就会发出“ 嘟嘟嘟 ”的报警

声。 一旁的导诊台是问诊者的第一站，所有进

入卫生院的人员， 要先到此处填写登记表、流

行病学史问卷等，然后按照医务人员的指引再

到相应科室就诊。该卫生院住院医师陈志林向

记者介绍：“ 卫生院设有三区两通道，如出现发

热病人，会由专业护士带往我们的发热门诊做

常规检查，医院需要穿上防护服给他们做核酸

采样。”陈志林表示，多数发热病人都很积极配

合核酸检测，在结果出来之前，他们会自觉的

留在卫生院内的发热病房。 与此同时，该卫生

院还经常组织人员下乡发放防控宣传手册，以

宣促防。

“ 我们全院医护人员都已经做了核酸检测，

所有发热病人、新住院患者、陪护人员也要接受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做到重点人群检测全覆盖，

确保万无一失。 ”该卫生院院长叶武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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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口中的“清淡饮食”，你理解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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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廖思成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报道 ：

近日， 上饶市人民医院青年医疗队前往万年县青

云中心卫生院开展义诊活动， 受到青云乡村民们

的欢迎。

活动当天，神经外科、内分泌科、心血管科、眼

科等

10

个领域的

12

位青年专家， 为前来就诊的

村民免费诊断病情，提供医疗咨询。 义诊中，内分

泌科青年专家胡越遇到了曾医治过的“ 老病号”，

胡越详细询问了“ 老病号”的病情，并叮嘱他一些

日常注意事项。 眼科青年专家余梦佳的诊室里人

头攒动， 余梦佳一边测视力一边亲切地与小朋友

们交流互动，得到了小朋友们的热烈拥抱。青年专

家詹峰颖为病人仔细地进行心电图检查， 并且就

医疗设备的使用与卫生院医生们进行了技术交

流。义诊结束后，青年专家们在该院学术报告厅举

办了系列卫生知识讲座， 同时为大家讲解新冠肺

炎的防护并演示了防护服隔离衣穿和脱。

此次义诊为当地患者提供义诊服务近

100

人

次， 不仅方便了村民免费享受医疗服务和健康知

识的普及， 同时也提高了村民对新冠肺炎防病治

病的知晓率，加强了医联体的合作与交流。

本报讯 李邦友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报道 ：

为了更好地传播和推广热敏灸技术， 充分发挥中

医药治未病的优势，近日，铅山县卫健委、上饶市

中医药学会铅山分会组织县中医院、 葛仙山中心

卫生院到葛仙山镇民谣水湾， 开展热敏灸技术进

小镇暨铅山县名中医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 中医专家们为当地村医展示悬灸

术、毫针术、火针术等热敏灸技术操作示范 ，让现

场前来义诊的群众参与体验，并向他们科普热敏灸

知识。 此次义诊活动，共发放热敏灸宣传手册

200

余册、艾条

100

余支，义诊人数达

100

余人次。

本报讯 乐颖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报道：

10

月

中旬起， 信州区全面开展该区学生近视和健康影

响因素监测工作，视力筛查覆盖城区

9

所学校，共

计

2227

名

6

岁至

18

岁儿童青少年。

调查工作中，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全

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规范》的要求规范操作，采

用标准的

5

米对数视力表和自动验光仪对检测对

象进行视力测试和电脑验光检查。 信州区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对现场检测实施与质量控制提供技术

指导并进行检查。直至目前，监测工作已全部完成，

其中视力测试异常人数

1072

人，视力不良检出率

为

48.13%

，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偏高，城乡、男女

有差异，初中、高中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超出半数。

与此同时，专业技术人员在上饶市第十二小学、上

饶市第三中学、 上饶市第四中学各抽取

120

名学

生

(

共

360

名

)

，进行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 监测

内容包括肥胖、龋齿、营养不良、脊柱弯曲异常、生

理代谢、超重肥胖分布状况及青春期发育情况。

2020

年信州区学生近视和健康影响因素监

测， 旨在良好地评估学生群体健康及生长发育水

平，增强青少年爱眼护眼意识，引起家长和社会对

孩子眼健康的高度重视，共同呵护孩子茁壮成长。

本报讯 陈信仁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报道 ：

近日，“ 欢乐跑” 暨江西省秀美乡村马拉松联赛在

万年县开赛，为做好赛事活动医疗保障工作，万年

县卫健委从三家县级医院和部分乡镇卫生院抽调

45

名医护人员和

9

辆救护车，与省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服务中心、绿舟救援、蓝天救援等

70

多名志

愿者一道，组成阵容强大的医疗保障队伍，圆满完

成了赛事活动医疗保障任务。

本次“ 欢乐跑”活动医疗保障工作点多线长，

任务重、风险大。赛前，医疗保障各项预案充分，并

多次组织保障演练， 确保人人熟练掌握各项抢救

技能；赛中，医疗保障队专业的急救技能及认真负

责的态度获得赛事主委会及运动员的高度评价。

据统计， 活动期间医疗保障队为运动员及相关人

员提供近百人次紧急医疗服务， 充分展示出万年

县卫健系统良好的专业素养、 团队的协作精神和

过硬的工作作风。

“ 不舒服？ 你要清淡饮食！ ”“ 生病了？ 你要清淡饮

食！ ”“ 大病初愈？ 你要清淡饮食！ ”……很多人坚信清淡

饮食的好处， 但也不乏有人错误地走向另一个极端，认

为所谓的“ 清淡饮食”，就是滴油不沾、只吃素食，坚持数

年之后，不但身体健康状况没有改善，反而落了一身病。

那么，医生口中的“ 清淡饮食”到底指什么？ 所有人都要

坚持“ 清淡饮食”吗？

“清淡饮食”就是吃素？

蛋白质、脂肪、糖、无机盐、水、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是

人体的七大基本营养物质，缺一不可，任何一类物质的

缺少都会导致身体营养的不均衡。 而医生口中的“ 清淡

饮食”是指在营养充足并均衡的前提下，控制油盐糖的

摄入量，并不是只吃素。 因为肉类可提供蛋白质和脂肪

等营养物质，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长期吃素，将会导致虚弱，无力、面色苍白、容易疲

乏、精神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症状。严重缺乏营养时甚

至会造成结石，骨质疏松，痴呆等疾病。 此外，长期吃素

容易导致脂肪运输异常，脂肪在肝脏滞留，会引起脂肪

肝。 大多素食者食物来源为豆类和谷物，而其中的蛋白

质会妨碍铁的吸收，缺铁会导致缺少血红蛋白，就可能

引起贫血。

真正的“清淡饮食”是怎样的？

清淡不等于无味、无油、单一，它应该是食材全面、

营养均衡的，同时，健康的烹饪方法最能体现食物的真

味，最大限度地保存食物的营养成分。

要保证食物多样化。 谷薯、肉、鱼、豆、蛋、奶、蔬菜、

水果、油脂一样都不能少，每人每天应保证摄入

12

种

以上食物，每周

25

种以上。 具体到每天的饮食，推荐

吃

3～4

种谷薯杂豆类主食，

4～5

种蔬菜和水果，

2～3

种

肉蛋鱼，

2～3

种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 在肉类的选

择上，水产品

>

禽类

>

畜类，水产如鱼、虾类含有较多

的不饱和脂肪酸，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有一定

作用；禽类（ 鸡鸭鹅等）去皮后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脂

肪酸组成优于畜类（ 猪牛羊等）脂肪。

要控制油盐糖的摄入量。 根据《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

》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人每天烹饪油尽量控

制在

25～30

克（ 标准瓷勺约

3

勺） ；盐不超过

6

克（ 能控

制在

5

克内最好，最多不超过

1

啤酒瓶盖） ；添加糖最

好不超过

25

克（ 标准瓷勺约

2

勺） 。

油：清淡饮食要少油，更要保证多种。 花生油 、米

糠油、茶籽油、低芥酸菜籽油、精炼橄榄油、葵花子油、

大豆油等最好经常换着吃 ，而且每日烹调用油以

25~

30

克为宜。

盐：炒菜时，可在菜肴快出锅时加盐，既保证味道又

减少食盐用量，成人每日摄入盐量不超过

5

克。 除盐之

外，味精、鸡精等增鲜产品，以及酱油、豆酱等所有咸味

调味品都含有大量钠，应少吃。

糖：清淡饮食还包括少吃高糖食物。 添加糖包括白

砂糖、冰糖、红糖等，以及甜点、甜果汁中的果糖、葡萄糖

等，会刺激胰岛素水平上升，加快脂肪合成，危害健康。

总之， 清淡饮食的特点是尽量保持食物的原汁原

味，味道清淡平和，营养丰富，容易消化，比较适合老人、

小孩及口味清淡的人群，尤其是高血脂、肥胖、胃肠疾

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整理）

（下一期 “健康教育 ”专栏刊登 《心脑血管疾病高

发季 这几类人要注意》

)

市人民医院青年医疗队

赴基层送诊

热敏灸技术进小镇

信州区完成学生近视和

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工作

万年“欢乐跑”活动

医疗保障任务圆满完成

基层医疗机构

作为基层群众的健

康守门人，是助力全

市人民群众健康保

障体系的最重要环

节。 近几年来，玉山

县卫健委坚持以基

层医疗机构标准化

建设为主抓手，健全

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探索卫生院特色科

室建设，促使全县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

那么，玉山县是

如何改变“看病难”？

如何实现基层首诊？

如何更好地保障农

村人群健康，助力全

民健康？ 近日，记者

前往玉山县多家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一探究竟。

乡镇卫生院就医的主体是基层群众，为提供良好的

就医环境， 玉山县卫健委共投入

1

亿余元对全县

19

所

乡镇（ 街道）卫生院实施新、改（ 扩）建、周转房和污水处

理工程，全力打造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内涵丰实的乡镇

卫生院。

11

月

5

日，记者来到玉山县文成（ 街道）卫生院 ，

迎面而来的是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 各类卫生宣传标

语和防疫知识挂满墙壁， 公示栏上详细地写着医疗报

销程序。 宽敞明亮的病房、现代化的诊疗设备、热情服

务的医护人员，吸引了不少患者前来就诊。毛塘村村民

张大飞是一名高血压患者，常年在该卫生院取药，他告

诉记者：“ 在文成卫生院没搬迁之前，我就在那看病，科

室全是混合的，诊室也很小，现在新的卫生院简直天壤

之别，宽敞明亮、整洁干净，各个科室之间分类很清楚，

医生护士的服务态度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对我们患者

来说是一个福音。 ”

搬迁后的卫生院不仅医疗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内

科、中医科、化验室等各个科室也细致划分，更完善了医

疗检查设备。“ 卫生院治疗方式也比以前多，现在还增加

了中医科，能熏艾、扎针、拔火罐，我腰部疼痛的老毛病，

才治疗了一个疗程就缓解了不少，而且医生的技术水平

不错，服务也很好，有病就近来卫生院看特别方便。 ”正

在做中医理疗的村民王大妈忍不住连连赞叹。

优化医疗环境

近几年来， 玉山县卫健委投入

2300

多万元新建

130

所产权公有村卫生室，统一置办网络、电脑、刷卡机

等硬件设备，配备基本药物，开通医保便捷结算服务，逐

步夯实分级诊疗基础，向“ 基层首诊”、“ 小病不出村、常

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11

月

6

日 ， 记者在玉山县岩瑞镇包溪村看到新

建的卫生室立在村头，干净、整洁是给人的第一印象。

走进卫生室药房，抗生素类、消化系统类、呼吸系统类

等常见的

30

余种药品，按类别有序放置，除了保障村

民的基本用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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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柯维岳患有哮喘，他对家门口的卫

生室竖起大拇指 ，说 ：“ 还可以先看病后报销 ，比以前

方便得多。 ”

硬件设施不断改善， 村医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上

升。村医每年都会定期参加卫生院和县卫健委组织的业

务知识和公共卫生科目等方面的培训，今年还增加了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培训。 与此同时，包溪村卫生室会联合

乡镇卫生院一同走访贫困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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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

医宋国卫说：“ 乡镇卫生院和卫生室共同组成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团队，每两个月进村入户为村民做检查，让村

民小病不出村，医疗有保障。 ”

实现基层首诊

筑牢安全防线

中医科医生给患者治疗中

给贫困户检查身体

向入院者科普防疫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