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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创新 攻关冲在最前头

2

玉山县卫健委倾力打造“健康先锋”党建品牌

今年以来， 玉山县卫健系统深入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将 “三亮三比三

评”融合到“健康先锋”党建品牌创建

活动，即“亮身份、亮标准、亮承诺”“比

作风、比技能、比业绩”和“自己评、患

者评、社会评”，为党组织、党员干部施

展才华、发挥作用搭建广阔舞台。此活

动积极发挥出党建服务品牌示范带动

效应，把党组织建设成凝聚人心、带领

发展、 促进和谐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

垒， 为建设健康玉山提供坚强的组织

保障。

为民惠民 实事办到心坎上

3

走进黄家驷医院 （ 玉山人民

医院）每个科室，都能在病区墙上

看到一个醒目的 “ 服务之星 ”版

块， 上面除了各科室的服务承诺

标语外 ，还张贴每月“ 服务之星 ”

的照片。 该院为全面提升服务质

量 ，常态化开展“ 服务之星 ”评比

活动， 每月都会评选出各科室的

优秀护士。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开展“ 服务之星 ”评选活动 ，

这样既提升了医护人员的荣誉

感， 同时也让群众可以随时进行

反馈评价，构建和谐护患关系，把

“ 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落到

实处。 据了解，不光这一家医院，

玉山县各大医疗机构都会通过问

卷调查、病情随访等方式，掌握患

者对医院的满意度，客观公正。

玉山县卫健委党委委员 、副

主任祝小龙表示 ，自“ 健康先锋 ”

党建品牌创建活动以来， 充分发

挥出行业优势， 牢固树立了服务

百姓健康理念， 特别突出技术大

攻坚、医技大比武、健康大服务三

项重点， 切实缓解了群众看病就

医难点问题。

（ 吴德强 黄珠慧子）

自“ 健康先锋”党建品牌创建以来，玉

山县卫健系统全体党员纷纷通过亮身份、

亮标准、亮承诺，自觉践行党员初心使命，

在各自岗位上争先示范。

来到玉山县中医院，该院副院长刘建华

桌子上的“ 健康先锋岗”牌子格外引人注意。

刘建华是我市第一批跟随江西省医疗救护

队前往湖北省随州市进行医疗救援的。 在随

州市广水二院感染科一病区工作期间，科室

的四个重症患者， 他分管了其中的两个，一

个伴有冠心病基础，另一个糖尿病、慢性心

功能不全，在他的努力下，两个病重患者的

病情都明显改善、转危为安，最终顺利出院。

“ 累是真累，需要救援的患者多……”说起支

援湖北的辛苦，刘建华历历在目，但他表示，

“ 能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刻迎难而上冲锋

在前

,

是我一生的光荣。 ”

2020

年

3

月

8

日，刘建华在随州市火

线入党，如今，一年过去了，他从抗疫一线

回到了原本岗位， 也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

党员。“ 桌上的‘ 健康先锋岗’时刻提醒着我

要做好表率。”刘建华说：“ 我是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荣誉，也是

一份责任。我要当好模范，以实际行动感染

身边的每一位同事，带动团队共同进步，打

造坚强的战斗堡垒，帮助病人早日康复。 ”

玉山县通过技能比武、技术攻

关等方式培养了“ 健康先锋队”

32

支，冲锋在疫情防控、技术科研、诊

疗服务、健康宣讲的第一线。

其中，黄家驷医院（ 玉山人民

医院）大外科党支部书记陈卫忠带

领的“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诊治”攻

关团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成功

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的盆底健康管

理，并成立了“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

诊治中心”。 陈卫忠介绍道：“ 项目

是全市首个高质量的女性健康服

务，从筛查到早期康复、理疗，再到

手术，今年已经开展

10

余例，由于

术后恢复迅速、副作用少等，得到

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记者了解到，

团队共有

16

人， 来自于妇科、产

科、泌尿科等科室，其中有三分之

一成员是党员。 陈卫忠表示，党员

大部分都是骨干医护，“ 通过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年轻

医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勇于参与

到活动中来，凝心聚力，共同为患

者服务。 ”

“ 健康先锋队” 的成立还带动

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医护人员的成

长。黄家驷医院（ 玉山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的主治医生徐忱忱就是

一名在技能比武中脱颖而出的优

秀青年。她凭借精湛的技术和优秀

的服务，连续两年获医院技能比武

第一名和玉山县职工技能创新运

动会基础医生护理第一名。

黄家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生徐忱忱

�

黄家驷医院大外科

党支部书记陈卫忠

玉山县中医院副院长刘建华

本报讯 近日，弋阳县卫监

局加强公共场所疫情防控监督

检查， 执法人员利用周末时间

对宾馆酒店、商场超市、影剧院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疫情防控

监督检查。

执法人员有针对性地要求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落实如下疫

情防控措施： 加强对本单位从

业人员每日健康监控； 为顾客

开展体温测量、 佩戴口罩进入

提示，对顾客信息进行登记，严

格落实“ 二码联查”筛查工作，

及时推送未接种人员信息；保

持室内空气的流通， 开窗通风

和空气消毒等卫生措施。 监督

检查中， 大部分经营单位按要

求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就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 执法人员现场

进行指导督促整改。

两天来共出动卫生监督执

法人员

12

人次， 检查

20

家公

共场所， 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20

份。 （ 琚芳 黄珠慧子）

他是服务于临床诊断的

“ 幕后英雄”， 也是抗疫一线不

可或缺的白衣战士。 虽不像临

床医生那样与新冠病毒鏖战，

却默默坚守在厚重的防辐射门

之内， 正襟危坐地凝视着观片

灯前的一张张影像图片， 只为

当好“ 抗疫之眼”。 他就是上饶

市第二人民医院

CT

、 放射科

副主任蔡济泽。 这位年过半百

的逆行战士，在疫情来临之时，

冲到了最需要他的地方。

去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 以传染病专科为主

的上饶市第二人民医院被确定

为定点收治医院。

2020

年

1

月

25

日 ，一个微信通知 ，医院取

消全院休假， 准备迎接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这是一

场硬仗，前线应收尽收、应治尽

治，后方“ 定海神针”———肺部

CT

是确诊的重要指标， 在抗

击新冠肺炎的疫情中， 影像医

生犹如“ 幕后英雄”，对每一个

病例准确、及时诊断，于疫情防

控至关重要。

作为一名具有丰富诊断经

验的影像学副主任医师， 蔡济

泽第一时间请战， 走上了抗疫

一线。“ 肺部是新冠肺炎病毒攻

击的靶器官， 早期疑似病例的

诊断， 基本靠多层螺旋

CT

及

时发现。”身为江西省放射卫生

技术专家库成员、 上饶市尘肺

病诊断小组专家， 为尽快掌握

疑似病例的肺部情况， 蔡济泽

第一时间投入到工作中， 除了

完成自己担负的诊断工作外，

还组织全科学习新型冠状病毒

CT

诊断及扫描， 学习防控知

识、演练防控流程。

“ 当时全院只有一台

CT

机， 需要同时完成新冠肺炎疑

似患者和一般患者的

CT

检

查。 ”为防控院内交叉感染，蔡

济泽与科内外同事一道讨论提

出了“ 分时段检查， 一检一消

杀”的工作方案。“ 每做完一次

检查后， 我们都会立即对检查

床、机架、地面等物表进行彻底

消毒，不留死角，并用紫外线灯

进行房间照射消毒。”在为新冠

肺炎患者做检查时， 他总是耐

心开导，消除患者焦虑情绪。

由于多年伏案工作， 蔡济

泽患有颈、腰椎间盘突出症，时

常发作， 但仍坚持穿着厚重的

防护服， 参与绝大部分诊断和

消毒工作。为了节约防护服，他

少吃少喝， 尽可能一个班次不

上厕所， 任凭汗水浸透厚密防

护服中的层层衣物， 不惧可能

携带病毒的飞沫、 气溶胶沾染

身体， 为一个又一个病人细致

检查， 认真分析病情作出精准

诊断。据悉，该院收治的新冠肺

炎患者均痊愈出院， 做到了抗

疫期间新冠肺炎患者和一般患

者分时段交替的检查， 未发生

一例院内交叉感染。

这样的抗疫经历并非首

次。 时间回溯到

1993

年，那年

夏天， 钩端螺旋体病在上饶局

部暴发流行。 虽然当时的工作

条件、设备较落后，但每天要做

影像检查的病人非常多， 蔡济

泽在放射科一线， 以最快的速

度为病人做检查、 看片及书写

影像诊断报告， 使患者及时得

到诊治。到了

2003

年的非典疫

情期间，作为定点收治医院，上

饶市第二人民医院将传染病区

清空， 转诊了所有普通传染病

人， 蔡济泽作为唯一一名在传

染病区侍命的放射科医师，充

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积极参加非典病人诊治流

程培训、演练，并完成了为唯一

一名疑似病例摄片、 诊断的工

作。

从事一线影像诊断工作

的

30

余年， 是汗水与泪水交

织的

30

年， 是守望相助和一

路同行的

30

年。 作为临床医

生的“ 透视眼 ”，不论是

03

年

非典疫情还是新冠肺炎疫情，

蔡济泽始终无惧易受传染和

X

射线辐射的双重危险，冲锋

在抗疫一线，多次获得该院先

进工作者称号，先后荣获江西

高等医学专科学校优秀带教

老师、上饶市卫健委优秀共产

党员等称号， 用爱岗敬业、担

当有为的行动，践行着共产党

员的初心与使命，诠释着医者

的仁心与大爱。

婺源县蚺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街道和朱

塘社区， 派医疗专家上门为

90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

夫妇提供健康服务，现场进行了身体检查、健康指

导，并为抗美援朝老兵夫妇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裘峥艳 黄珠慧子 摄影报道

解惑答疑

注射新冠病毒疫苗八问八答

弋阳县卫监局

加强疫情防控监督检查

逆行而战的“幕后英雄”

———记“全市最美医生”蔡济泽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

图

目前，我市正安全、有序、有力地推进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稳步提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人群覆

盖率。 但还有部分市民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产生疑

虑、对自己身体情况能否接种举棋不定，近日，记者

就市民目前最关心的几个问题，联系了信州区疾控

中心副主任陶艳解惑答疑。

一、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安全吗？ 有效吗？

答：根据新冠疫苗的临床数据和接种数据显示，

疫苗非常安全， 疫苗对重症的保护效果为

100%

，对

中度 、 轻度 、 无症状的保护效果分别为

76.9%

、

67.2%

、

63.2%

。

二、中心城区共有多少家接种点？ 居民可通过

哪些渠道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答：中心城区共有

8

个固定接种点（ 东市社区服

务中心、儿保中心、水南接种点、北门接种点、茅家岭接

种点、成人预防接种门诊、西市铁路接种点、东信五院

接种点）。另有万力时代广场、恒基城市广场、万达商场

3

个临时接种点，居民可以到各接种点登记接种。

三、如果第一针与第二针间隔时间超过

8

周怎

么办？

答：尽早补种第二针，免疫程序无需重新开始，

补种相应剂次即可。

四、第一针和第二针不是同一家厂商会有影响吗？

答：国家新冠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规定：建

议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 如遇疫苗无法继续

供应、受种者异地等特殊情况，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

品时，可采用相同种类的其他生产企业的疫苗产品

完成接种。

五、慢病患者（常年吃药患有高血压的人、糖尿

病、甲状腺、心脏病等）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吗？ 如何

判定？

答：慢病患者只要不是急性发作期，如在稳定期

服药、做了心脏支架或搭桥后的稳定期等都可以接种。

六、有过敏史的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吗？

答：除了对疫苗中任何成分包括辅料和制备工艺

中使用的物质等过敏，既往发生过接种疫苗后严重过

敏反应不能接种新冠疫苗，其他的过敏都可以接种。

七、不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情况有哪些？

答：（

1

）对疫苗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种非活性成分、

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质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

时出现过敏者；（

2

） 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

（ 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

3

）

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 如横

贯性脊髓炎、格林巴利综合症、脱髓鞘疾病等）；（

4

）正

在发热者，或患急性疾病，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或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

5

）妊娠期妇女。

八、如因身体原因确定无法接种，前往医院开具

证明的流程是怎么样？中心城区哪些医院具有资质？

答：如因身体原因确定无法接种，需准备好相关

佐证资料自行到市立医院门诊

8

楼由专家鉴定小组

审核通过。 或者带上病历资料前往市人民医院相关科

室挂号，找对应科室两个副高级以上的医生检查签字，

然后前往行政办公室找院子签字盖章。 如因怀孕无法

接种，可至市妇幼保健院二楼围产保健科，由围产保健

科医生判断是否为妊娠期，确定为妊娠期后，两名以上

副主任医生签字开具推迟接种证明，拿到证明后，再至

该院综合楼

4

楼办公室盖院长公章和医院公章，该证

明方可生效。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