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传染病 （ 新冠肺炎） 常态

化防控及实验室检测技术能力建设， 确保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质量， 提高生物安全意识， 提升检测人员

有效应对能力。

7

月

21

日下午， 上饶市信州区疾控

中心召开传染病 （ 新冠肺炎） 防控及实验室检测技

术培训班， 邀请了市疾控专家为信州区中心专业技

术人员授课。

培训会上， 市疾控专家回顾了新冠肺炎疫情现

场流行病学调查、 采样、 消杀等一系列内容， 指出

要认真研判当前疫情形势， 明确面临的任务和挑战，

仔细做好每一次的流调工作。 培训会从新冠病毒检

测质量控制与生物安全两个方面重点展开讲述， 强

调质量控制贯穿整个实验室活动和务必做好实验室

生物安全防护， 讲解实验室分区、 样品管理、 操作

要点、 标本运输和废弃物管理、 生物安全柜及防护

穿戴注意事项等内容。

授课专家准备充分， 注重理论和实例相结合， 大

大提升了信州区中心专业技术人员疫情防控意识、 防

控能力和水平。 （乐颖 黄珠慧子）

夏天这些事 一定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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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县中医院

组织党员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信州区疾控中心开展传染病防控

及实验室检测技术培训

沙 溪 镇 中 心 卫 生 院

四 举 措 推 进 基 层 医 改

防 艾 知 识 进 企 业

本报讯 近日，玉山县中医院组织新老党员来到上

饶市枫林办事处八磜村红色教育基地开展“ 知党情、感

党恩、跟党走“ 主题党日活动。

在八磜村红色教育基地党旗前， 全体党员面向党

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党

员干部们参观了纪念馆展室，一幅幅战争照片、一件件

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真实再现了革命战争时期老一辈革

命家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对中国共产党带

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感触颇深。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 从红色基因中筑牢信仰之

基、 补足精神之钙， 进一步坚定始终跟党走的理想信

念， 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 会严格按照一名合格党员

的标准要求自己， 结合各自岗位职责， 内修自省， 尽

心履职， 继续发扬吃苦耐劳、 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及

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三伏天高温烤人、暑热难耐，一不留神，有

些疾病悄悄就盯上了你，为此，本报整理了各科

医生的健康提醒，这些事一定要当心。

心内科医生：过度贪凉小心心梗

夏日炎炎，无论男女老少，似乎都抗拒不了冷

饮的诱惑！ 冰镇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

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夏季高温天，人体新陈代

谢快，血管处在扩张状态，忽然饮用大量冷饮，血管

会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

血压波动，继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尤其是那些有

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本身血管的调节功能较差，遇

到忽冷忽热的刺激后， 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快速调

节，于是就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

烧伤科医生：明火旁喷花露水小心烧伤

大多数人知道花露水能防蚊，却不知道花露水

其实是一种易燃易爆物。 花露水的主要成分是乙

醇，含量一般都在

70%

以上，且燃点很低。 有实验显

示，当火源靠近花露水

3cm

时便可将其点燃，而且

呈现喷射状态。 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刚喷完大量

的花露水就去点火，以免接触到花露水引发烧伤。

风湿免疫科医生：啤酒

+

海鲜

=

痛风套餐

三伏天天气炎热，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

大家会选择小聚，而烧烤、海鲜以及啤酒这些自

然是最好的搭配。 但是这却是广大痛风患者饮

食当中的一个雷区。 啤酒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成

分会抑制体内尿酸的排泄，海鲜是高嘌呤食物，

嘌呤正是尿酸形成的原料。 偶尔吃海鲜、喝啤酒

不会必然引起痛风， 但长期如此会导致体内尿

酸增多，痛风就容易发生。

脾胃科医生：吃隔夜菜小心食物中毒

夏天气温高，很适合细菌繁殖，食物更容易

腐坏变质，稍有不慎，就会病从口入。 最常见的，

是有些放进冰箱的“ 隔夜菜”明明闻着没馊、吃

起来正常，但其中已有细菌滋生。 一方面，因为

温度高，食物腐烂得较快；另一方面，由于苍蝇、

蚊子多，细菌传播得也快。 患上食源性疾病原因

就是“ 病从口入”。

呼吸科医生：空调不清洗小心肺炎

长期不清洗的空调，可能会滋生军团菌。 家

里空调的过滤网和散热片， 是最适宜军团菌生

长的理想生存环境。 在空调送风的过程中，军团

菌可通过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中， 被人体

吸入后致病，产生一系列非典型肺炎症状，也就

说我们经常说的“ 空调肺”。 可能引起心内膜炎、

心肌炎，甚至休克等。

泌尿外科医生：夏季喝水少小心结石

天气炎热的夏季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季节，

人体出汗多， 尿液容易浓缩， 如果喝水量再不

够，尿液中的晶体物质就容易析出，形成结石。

同时，夏季光照强烈，体内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合成增多，促进小肠吸收钙离子，使尿液中排泄

钙增多，也使得结石更容易形成。

皮肤科医生：去户外小心“蜱虫病”

“ 蜱虫病”全称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主要表现为全身不适、乏力、头痛、肌肉酸痛、恶

心、呕吐、厌食、腹泻等症状，严重者可导致器官

衰竭然后死亡。 发现有蜱虫叮咬皮肤，可以用酒

精涂在蜱身上，使蜱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

镊子取下蜱，或用烟头、香头轻轻烫蜱露在体外

的部分， 使其头部自行慢慢退出。 把蜱虫取出

后，再用碘酒或者酒精进行局部消毒处理，并随

时观察身体状况。 这个季节应尽量避免在蜱类

主要栖息地如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

如需进入此类地区，可以穿长袖衣服；扎紧裤腿

或把裤腿塞进袜子或鞋子里； 穿浅色衣服可便

于查找有无蜱附着； 针织衣物表面应当尽量光

滑，不要穿凉鞋。

(

黄珠慧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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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使广大企业职工能

够更加方便地接种新冠疫苗， 近日，

上饶经开区社发局、 广信区卫健委、

上饶经开区医院共同发起疫苗流动

接种队进企业服务

,

将疫苗接种点

“ 搬”进企业，“ 零距离”为企业职工提

供疫苗接种“ 上门服务”，确保企业生

产和员工疫苗接种两不误，以实实在

在的行动，为群众办实事。

7

月

19

日晚上

8

点， 记者在晶

科能源商学院二楼看到，该企业员工

佩戴口罩，正在工作协调员和志愿者

的指引下，依次进入接种点，登记、排

队接种，现场秩序井然。“ 不出企业就

能打疫苗， 几分钟就可以顺利完成，

真的很方便。 ”企业员工徐灶根告诉

记者，签署过知情同意书、禁忌症筛

查、 预检登记等步骤后即可接种疫

苗，接种完新冠疫苗要在留观区观察

半小时，无异常之后方可离开，“ 医院

服务很贴心，还在留观区的大屏幕上

滚动播放健康知识， 让我们在

30

分

钟的等候时间里，提高对身体和健康

的认识。 ”

据了解，晶科能源有限公司共有

6000

多名员工， 但由于企业员工人

数多，不少岗位都是实行“ 两班倒”，

加上特殊工种岗位无法离人等原因，

目前企业还有大约

2000

名员工需要

接种。晶科能源行政部经理刘琴高兴

地夸道：“ 现在医院上门提供疫苗接

种服务，不仅为我们员工提供了安心

与便利， 还保障了企业能够正常生

产，服务到我们心坎上了。 ”

为保证前来接种的人员都能完

成接种，

7

月

19

日一大早， 经开区

医院工作人员便带上接种设备， 赶

往企业 ， 按照固定接种点的布局 、

功能等相关要求设置接种现场， 现

场划分健康询问处、 候种区、 接种

区、 留观区、 异常反应处置区。 当

日晚上

7

时， 流动接种队的

26

名医

务人员早已在现场等候。 经开区医

院副院长孙海南向记者介绍： “ 流

动接种队共有

50

余名医务人员， 大

多是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主动利

用下班时间， 到企业为开展接种服

务。 现场共有

6

个接种台，

6

个信

息录入台， 多名志愿者和工作协调

员， 同时还有一辆

120

救护车及专

业急救人员， 全力保障安全接种。”

孙海南告诉记者， 医院流动接种队

集中两天“ 上门” 接种三次， 力争

实现该企业员工“ 应接尽接”。

此次疫苗流动接种队进企业服

务， 为经开区企业接种带来了极大

便利， 有力推动了该区疫情防控工

作 。 经开区医院周桂莲院 长 说 ：

“ 接下来医院还将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 ， 继续开展好为民办实事活动 。

下一步， 我们将最大程度发挥流动

接种队伍作用， 主动联系其它企业，

积极开展‘ 送苗进企’ 工作， 切实

为辖区内企业员工构建安全可靠的

免疫屏障。”

（黄珠慧子 文

/

图）

本报讯 上饶市信州区沙溪镇中

心卫生院承担着全镇

5

万多人的医

疗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服务范围涉

及周边县市的

4

个镇

2

个乡，服务群

体达

20

万人，近年来，该卫生院依托

紧密型医共体， 以满足群众全方位、

全周期的健康需求为目标，持续推进

基层医改，让基层群众健康有所依。

“ 优化管理

+

设备升级”，实现“ 常

见病不出乡”。沙溪镇中心卫生院实行

竞聘上岗和岗位管理制度， 建立能上

能下、能进能出的竞争用人机制；实施

绩效工资改革， 收入分配向工作一线

倾斜。 以“ 硬件”建设为抓手，对病房、

产房、手术室等科室进行修缮改建，引

进先进医疗设备，打造骨科、外科、中

医科等特色科室， 让群众在家门口便

可享受优质的诊疗服务。

“ 技术下沉

+

双向转诊”， 实现

“ 大手牵着小手”。组建以上饶市立医

院和沙溪卫生院为主体的医共体，通

过医共体， 建设完善

HIS

系统信息

平台，实现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的“ 双

向转诊”和检查报告、影像等资源共

享。 对疑难病例，通过市立医院远程

会诊中心与相关专家进行分析会诊，

实现急慢分治，同时也为乡镇医生积

累了临床经验。

“ 引才培训

+

技能传递”， 实现

“ 技术双向流动”。由上饶市立医院定

期派送专家到卫生院坐诊，并参与科

室管理和“ 三级查房”“ 三基三严”等

考核，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病情

诊断能力。同时，加强人员派出进修，

近年来分别派出至上海、南昌、上饶

进修人次共约十余次，持续提升医护

人员专科能力水平。

“ 家庭医生

+

特色服务”， 实现

“ 健康触手可及”。以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为抓手， 把看病诊治延伸到预防、

保健、康复、管理一体化综合服务，将

院内坐诊扩展到村居健康巡诊、居民

家中随访宣教。全院

112

名医护人员

组成

3

个家庭医生团队，每季度至少

与管理对象面对面随访一次。 同时，

立足本地实际，开展特色医疗专科服

务，开展针灸、小针刀、埋线、推拿按

摩等中医药服务，通过中药与针灸推

拿相结合，提高综合治疗效果。

（黄珠慧子）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艾滋病预防意

识，普及艾滋病基本防治知识。

7

月

21

日，弋阳县南岩

镇卫生院走进工业园区， 向区内企业开展了预防艾滋

病宣传教育活动。

培训中， 南岩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就艾滋病的症

状、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艾滋病的传播与危害、 艾滋

病的预防措施、 预防艾滋病的有关政策等方面进行讲

解， 引导大家科学认识艾滋病， 消除恐慌和歧视， 同

时积极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洁身自好， 远离不良生活

习惯， 对已经发生高危行为的要及时到本县疾控中心

进行咨询和检测。

通过此次活动， 使企业职工知晓了艾滋病的传播

途径、艾滋病的症状表现和如何来预防艾滋病，增强了

大家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 （刘志明 黄珠慧子）

为企业员工接种疫苗

接种前的健康询问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