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30

日， 市卫生健康委在市会议中心第

二会议室隆重召开庆祝建党

100

周年暨“ 两优一先” 表

彰大会， 老党员代表， 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

务工作者、 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委机关全体党员干

部，

2021

年新发展党员共计

18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 向

3

名老党员代表颁发了“ 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章， 表彰了

28

名优秀党员、

18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

9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与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发了奖

牌和荣誉证书；

17

名新发展党员和其他党员面向鲜红

的党旗， 庄严宣誓；

4

名优秀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进行了大会发言。

会议指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卫生

健康事业在此期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卫生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事业发展

蒸蒸日上。 这些成绩和荣誉的取得， 是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的结果， 是全委党员干部职工奋发有为、

砥砺奋进的结果， 也是广大老党员倾情奉献的结果。 老

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自觉对标对表， 以老党员为榜样， 以先进集体和个

人为标杆， 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让红色基因融入

血脉、 代代相传， 为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黄珠慧子）

“120 口诀”

教你正确识别脑卒中

健康教育

一枚旧党徽的新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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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

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广信区卫健系统

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玉山县黄家驷医院

开展“一警六员”消防培训

主动请战 逆行武汉

2020

年年初，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 为了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四面八方的“ 白衣英雄” 挺身

而出。 盛蕾积极请战， 当得知组织上同意

她支援湖北的请求时， 她非常兴奋， 利用

下班时间重新温习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

诊疗方案等相关知识。 为了方便穿戴防护

服， 赶在出征前， 盛蕾特意把头发剪短。

2020

年

2

月

4

日， 盛蕾背上行李前往南

昌， 在与江西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会合

后， 出发前往武汉方舱医院。

到达武汉后 ， 经过一天的休整和培

训， 盛蕾被安排去了武汉洪山体育馆方舱

医院 ， 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护理服务 。

“ 当时知道疫情严重， 但亲眼看见时更觉

得震惊， 也顾不上自己会不会感染， 就想

尽快照顾患者。” 测量体温 、 病情观察 、

定时分发药品等是她的日常事务 ， 盛蕾

说： “ 在给患者测量生命体征时， 我们都

会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及心理疏导， 偶尔

也会唠唠家常， 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在援鄂期间， 盛蕾还亲手为一名患者

制作了一副象棋。 “ 那名患者在医院住得

太久了， 情绪波动较大， 他问我能不能帮

他买一副象棋， 我当时想应该能买的到象

棋， 就一口答应了， 但因为特殊时期， 好

些店都没开门， 走了好几个地方， 也都说

没有。” 盛蕾一心想着安抚患者的情绪 ，

便动手制作起来， 但由于材料有限， 制作

过程一波三折， 花了

4

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才完成。 “ 我还想着如果他不满意， 我就

让同事帮忙寄一副象棋过来， 好在他很满

意， 还一直对我说感谢。 其实我当时就想

着让他忘记自己是患者， 希望他感觉自己

是健康的， 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抗病

毒。”

党徽

,

一枚小小的党徽

,

镰

刀和锤头闪动着光辉。

党徽

,

一枚闪光的党徽

,

镰

刀和锤头叠成了丰碑。

……

在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总能看到护士盛蕾忙碌的身影，给患者吸痰、翻身、拍背、喂

食……盛蕾，

90

后，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重

症医学科的一名女护士，

2020

年江西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成员，

2020

年

2

月

28

日获组织批准为预备党员，

2021

年

3

月

18

日成为正式党员。

工作中的盛蕾爱岗敬业、任劳任怨、视患如亲。重症监护

室内

87

岁的赵大爷是盛蕾的“ 老熟人”，

2020

年年底，赵大

爷因脑梗入院，在盛蕾的悉心照顾下，赵大爷康复出院，今年

6

月，赵大爷再次入院，此时全身皮肤已溃烂严重，伤口触目

惊心，盛蕾看着很是心疼。 她每天为赵大爷擦拭身体、上药，

还主动与赵大爷的女儿加上了微信，指导家属如何照顾脑梗

患者、如何帮助患者做康复。 此前，科室收治了一位

80

多岁

的患者，因长期卧床不起，不能自理，患者一个星期都未解大

便，便秘非常严重，最终，盛蕾用手将粪便从老人体内掏出，

帮助她缓解不适。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只要是患者需要，盛蕾

都会随时出现在患者身边，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

在盛蕾的胸口上， 总是别着一枚略显斑驳的旧党徽，她

总说：“ 这是我的信仰。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盛蕾，听听这

枚旧党徽的故事。

一枚党徽 熠熠光辉

钟剑波 摄

军嫂张梦月的抗疫故事

慧子 摄

慧子 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 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

6

月

29

日， 广信区卫健委举办“ 献礼党

的百年华诞 做出彩的健康卫士” 党史知识竞赛， 来自

广信区卫健系统的

29

支代表队参赛， 各参赛代表队领

队、 乡镇级以上医疗卫生单位负责人和区直医疗卫生单

位医护人员代表、 委机关党员干部共计

300

余人观看了

比赛。

本次竞赛分为个人必答题、 小组共答题、 抢答题和

风险题四个环节， 各代表队基准分为

100

分。 经过紧张

激烈的决赛， 最终由郑坊镇中心卫生院代表队获一等

奖。 此次知识竞赛既是广信区卫健委“ 学党史、 悟思

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系列活动的生动实践， 也是检验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一次大练兵、 大比武， 形成了以学

助赛、 以赛验学的浓厚氛围， 鼓舞广大党员干部学史明

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切实将学习成效

转化为助推该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的强大力

量， 不断增强对党忠诚、 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

觉、 行动自觉， 扬起奋斗之帆， 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开拓进取、 奋发有为。

（祝蒙摇 黄珠慧子）

本报讯 为切实抓牢抓好“ 一警六员” 消防基本技

能实操实训工作， 进一步增强医院职工消防安全素质，

全面提升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和抗御火灾的能力，

6

月

29

日， 黄家驷医院 （ 玉山县人民医院） 开展了“ 一警六

员” 消防培训及实景演练。

培训中， 业内专家就消防安全的四个能力、 消防安

全四懂四会等消防安全方面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详细讲

解， 并结合当前医院灭火逃生工具， 重点介绍了消防火

灾的应急和预防、 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疏散逃生

的基本常识， 以及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消防安全细节。

培训结束后， 参训人员对灭火器、 消火栓、 报警器、 防

火卷帘门等消防器材和设施进行了实景演练。

通过此次“ 一警六员” 消防培训及实景演练， 使得

受训职工更加熟练地掌握了灭火逃生能力， 做到“ 会报

警、 懂疏散、 小火使用灭火器、 大火使用消火栓” 的要

求， 为医院消防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汪诗雅 黄珠慧子）

“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

程……”

2020

年

2

月

28

日， 通过学习强国远程视频连线，

一场特殊的“ 火线入党”仪式在江西上饶和湖北武汉两地举

行。盛蕾面向党旗、高举右手、握紧拳头、庄严宣誓，这一刻，

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每次回忆起疫

情期间火线入党的经历，盛蕾仍觉激动，仿佛那庄重的一刻

就在眼前。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火线入党是激励更是沉甸甸

的责任。“ 更多的时候，我是被身边投入战斗的共产党员感

动，看到他们冲锋在前、无惧生死，我也想要成为像他们一

样的人，成为党组织光荣的一员。”盛蕾表示，能到疫情一线

服务， 为国家和新冠肺炎患者同胞贡献一份力量， 她很荣

幸。从武汉回来后，医院内一科主任兼住院第一党支部书记

阮凤华将自己佩戴了

25

年的老党徽摘下， 亲手为盛蕾戴

上，阮凤华赞赏道：“ 盛蕾在工作中非常优秀，不怕苦、不怕

累，也从不抱怨，我在她身上看到了鲜明的党的意识

,

看到

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党性魅力。 ”

阮凤华是盛蕾的前辈、榜样，对她而言，这枚旧党徽是

如此珍贵，犹如一盏明灯，将她的初心照亮，带她走向光明。

盛蕾说：“ 我会更加努力，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全

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不辜负党组织的培养，不枉费阮主

任对我的信任。”新党员的自豪感、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

为这枚旧党徽增添了新的光辉，它是精神的传承，更是责任

的延续。 （黄珠慧子）

张梦月是余干县社庚镇邓墩卫生院的一名踏实肯干的年轻护士， 提起她， 同事们连连称赞，

“ 热爱护理事业， 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 谦虚好学。” 今年

5

月， 她与相恋两年的“ 兵哥哥” 领了结

婚证， 正式成为一名新晋军嫂。 对她而言， 军嫂这个称呼是光荣的， 但也意味着婚后需要更多的付

出。 “ 还在训练吗？ 我刚忙完， 想你了！”

6

月

19

日， 忙碌了一天的张梦月拿出手机给远在福建当

兵的丈夫发了两条微信， “ 我没啥事， 就是想问问你最近好吗？ 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当天记者来到邓墩卫生院疫苗接种区域时， 军嫂张梦月正在忙着登记接种人员， 维持周边秩

序， 填写着值班日记。 张梦月告诉记者， 因为工作关系， 小两口每年只有短暂的相聚时间， 平时联

系更多还是靠电话和微信。 特别是在阖家团聚的重大节日， 张梦月作为医院护士有时值班不能放

假， “ 工作最长的时候达

12

个小时。” 而丈夫更因常年执行任务奋战在部队一线。

5

月

20

日， 是张梦月与丈夫的大喜之日， 原定于休婚假的她与丈夫商议后， 决定暂缓假期。

“ 现在疫苗接种进入关键期， 医生、 护士都连轴转， 卫生院的人手不够， 我必须回来， 婚假可以以

后补。” 小夫妻统一战线后， 张梦月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邓墩卫生院最忙碌的时候是从早上

6

点

半开始接种， 午间不休息， 晚上到

8

点钟， 一天接种

600

多剂次。 “ 张梦月平日就随叫随到， 这次

毅然决然放弃婚假到工作中， 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同时何奕丽告诉记者， 在医院， 大家都很积极

加入疫苗接种一线。 “ 现在是特殊时期， 为了不影响群众疫苗接种， 我希望自己能够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哪怕再辛苦都值得！” 张梦月说。

除了疫苗接种， 日常护理病人张梦月也要兼顾着， 有时候夜里接到紧急任务， 便要立刻返回岗

位。 “ 每天都有

40

多名患者来看病， 其中有不少留守老人， 我们要时刻观察他们的身体情况， 卫

生院只有

4

名护士， 所以平时也比较忙。” 谈及丈夫， 张梦月一脸幸福： “ 他的工作更忙碌， 每天

都坚守在一线， 保卫祖国， 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张梦月时刻告诉自己： “ 我是一名护士， 还

是一名军人的妻子， 我不光要做

好本职工作 ， 力所能及的我都

做 ， 以他为榜样

,

关键时刻冲在

前。”

作为护士的她脚踏实地、 勤

勤恳恳， 作为军嫂她舍小家为大

家， 她是位好护士

,

也是位好军

嫂。 “ 我们希望我俩能照顾好自

己， 等工作忙完后， 再补个假期

会更有意义 ！” 在张梦月看来 ，

婚假虽然推迟， 幸福不会延期，

因为她与心上人已经有了新的甜

蜜约定。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只有藏在心底的责任、 默默无闻

的付出和忠诚自身事业、 支持对

方事业的行动， 这或许就是最真

实、 最具张力的爱情。

（韩海建 黄珠慧子）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组急性脑循环障碍所致的局限或全面性脑

功能缺损综合征。以突然发病、迅速出现局限性或弥散性脑功能缺损为

共同临床特征。脑卒中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两大类。缺血性卒中又

称脑梗死， 是指各种原因所致脑部血液供应障碍， 导致局部脑组织缺

血、缺氧性坏死，而出现相应神经功能缺损的一类临床综合征；出血性

卒中包括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

早期识别脑卒中，牢记“

120

口诀”。

1-

看，让患者微笑一下，如果患者笑的时候面部不对称，一侧不能

笑，提示患者可能患脑卒中，是面瘫的标志。

2-

查，让患者双手平举保持

10

秒钟，如果

10

秒内一侧肢体突然坠

落，提示肢体偏瘫。

0-

聆听，让患者说一句非常难说的话，这句话对于很多正常人也不

太好说（ 如绕口令） 。 如果说时有困难或者是找不着词，意味着失语，就

是有语言障碍。

以上三者存在任意一个都可能是发生了脑卒中。 患者如果发生了

上述症状，请拨打急救电话，及时就医。一旦发生中风，缺血缺氧的脑组

织即刻开始受损，迅速发生坏死。 每一分钟就有

190

万个脑细胞死亡。

缺血性脑卒中（ 脑梗死）的黄金治疗时间窗只有短短

6

小时。

正确拨打

120

，切记

6

点。

1.

拨通电话，保持镇静，讲话清晰，简练易懂。

2.

简单、清楚地告知病情，如年龄、性别、既往病史、现在症状等情

况。

3.

告知具体位置，位置越详细越好，包括街道、门牌号，最好能提供

一些明显的标志物，方便救护人员及时赶到。

4.

切记要等

120

工作人员先挂电话， 确保工作人员准确掌握相关

信息。

5.

打完电话，如果有一人以上在场，可让其中一人到门口或是交叉

路口接车，见到救护车应主动上前接应，带领医务人员赶到现场。

6.

切记保持拨打“

120

”的那部电话畅通。 （蔡莹 黄珠慧子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