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由上饶市卫健委、上饶市

总工会主办，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上饶市

中医药学会中医护理分会承办的上饶市首届

“ 鄱艾杯”中医护理技能大赛在江西医专圆满

举行。全市各级各类中医医院及综合性医院、

专科医院中医护理人员组成

15

支代表队共

60

名选手参赛。

比赛项目分为中暑、腰痛病、胸痹心痛、

不寐四项。在准备室内，参赛选手需根据现场

“ 患者”的情况，对患者进行初步检查及询问，

“ 然后根据辨出的‘ 证’，确定治法。”准备室的

工作人员叶汪沁向记者介绍道：“ 再从准备室

内准备好的拔火罐、艾条灸、刮痧、耳穴压豆

等

8

项中医特色护理所需用品中选其一，带

上前往隔壁的赛场，进行操作。”叶汪沁表示，

准备室是通过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情景案例

等全方位考核选手的中医思维辨证能力。

比赛过程中， 评委们秉着公平公正的态

度对各参赛选手进行严格评分，从穿着仪表、

沟通技巧、 操作是否规范等进行全方面综合

打分。 比赛现场，有不少选手表现优异，她们

沉着冷静， 展现出娴熟的技能和良好竞技状

态，裁判喻小燕夸赞道：“ 操作很规范，整个流

程还有对中医的辨证也把握的非常好， 对护

士来说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江西医专第一附

属医院骨科主管护师彭宗俐是第

13

号参赛

选手，她告诉记者：“ 比赛前期准备了

2

个月，

在护理方面的学习、 综合水平上都能得到很

大的提升。 ”彭宗俐表示，比赛全程是以中医

的辨证为主， 今后工作中也会尝试着将中医

辨证结合到西医护理操作上。

经过激烈的角逐， 婺源县中医院获得团

体一等奖， 江西医专一附院童小华获得中暑

项目个人一等奖，婺源县中医院吴媚、洪奎、

毕奇花分别获得腰痛病项目、胸痹心痛项目、

不寐项目个人一等奖。据悉，团体一等奖获得

者将代表我市参加省级中医护理技能大赛，

婺源县中医院急诊科院前急救科护士长毕奇

花说：“ 很激动也很开心， 这是对我们护理事

业的肯定，也是对我们职业生涯的肯定。回去

之后， 会认真准备理论方面以及实践方面的

知识，争取在省里的比赛，赛出风格，拿出一

个更好的成绩。 ”

上饶中医药学会护理分会主任委员邵丽

婷表示，今后会持续开展中医护理技能大赛，

希望以此推动中医药创新和传承发展的精

神， 提高全市中医护理的质量和水平以及服

务能力，发展特色中医护理的优势，让广大老

百姓能够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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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上饶市第二人民医院组织感染性疾病科、

内科、药剂科、检验科、护理部等专业人员组成志愿服务队，前

往信州区豆芽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义

诊活动。

“ 你们知道人体的消化道有哪些器官组成的吗？ 今天呀，

我就给大伙聊聊《 怎样预防消化系统疾病》……”义诊现场热

闹非凡，有健康大讲堂给居民普及健康知识和专科防病知识，

有快速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有测血压、血糖，还有发

放家庭常备药、提供免费项目体检卡及健康教育处方等服务。

同时，志愿服务队结合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为广大居民

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 活动当天还深入了解了居民的

年龄层次、健康需求，以便医院今后能为豆芽巷社区居民提供

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服务方案。

此次义诊活动共服务群众

120

余人次、 发放药品

200

余

份。上饶市第二人民医院通过传播健康义诊，帮助社区居民掌

握个人防控、手卫生和新冠肺炎防治相关知识，强化“ 我为群

众办实事”服务理念，切实解决群众在看病就医过程中的烦心

事、忧心事，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初心使命。 （ 乐静 黄珠慧子）

本报讯 近日，市中心血站结合“ 走基层 送服务 促创文”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前往刘家坞社区开展党员志愿服务，以实

际行动助力创文工作。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为群众免费测血型、量血压，提供

健康咨询服务， 随后， 党员志愿者们为居民发放创文宣传资

料，耐心讲解创文综合整治和创文知识，提高居民对创文工作

的理解认识程度，让更多的居民支持创文、参与创文。同时，鼓

励居民群众监督不文明行为，号召居民做文明人、说文明话、

办文明事，自觉遵守公民道德。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是市中心血

站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

体实践，当天共发放创文宣传资料

100

余份，营造了良好的创

文氛围。 （ 周宇然 黄珠慧子）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

平，营造人人关注健康的良好氛围，

10

月

8

日，余干县疾控中

心联合该县玉亭镇北苑社区开展“ 全国高血压日”宣传及健康

知识讲座活动。

活动当天是我国第

24

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

是“ 血压要知晓，降压要达标”。社区活动现场，拉起横幅标语、

摆放宣传展板，咨询台前为群众免费测血压，发放宣传资料，

普及高血压相关知识。结合此次宣传，现场还为辖区居民上了

一堂以“ 三减三健、助力健康”为主题的健康宣讲课，向社区居

民宣讲高血压的防治知识，倡导合理营养、健康饮食，戒烟限

酒，保持理想体重等健康生活理念。 讲座气氛活跃，授课人员

通过现场答疑、交流互动等形式进一步强化授课效果，得到了

社区居民一致好评，增强了居民们的自我保健意识。

据悉， 本次活动使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高血压的防治健

康知识， 提高了群众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和防治高血压的

意识，现场共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200

余份，免费为

100

余名群

众测血压。 （ 黄珠慧子 韩海建）

本报讯 为进一步普及职业病防治、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权益，近日，上饶市信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合实际情况，

对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

9

月

26

日至

9

月

29

日， 上饶市信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公共卫生监测科前往上饶市奥轩家居、上饶市贝卡尼家居、

上饶市奥佩瑞纳家居、上饶市博泽铜业、上饶市浩钰铜业等五

家企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进行职业病宣传。具体监测

内容包括对企业基本情况填写、生产的工艺流程询问，实地了

解、发现危害因素，对工作人员打磨工位、面漆房、底漆房的甲

苯、噪声、粉尘等危害因素进行定点采样，最后送样至实验室

检测。

活动现场悬挂了横幅、摆放展板、发放了宣传折页、宣传

品， 以多种形式宣传职业病防治基本知识和职业病健康检查

等内容。 此次监测宣传活动加深了职工们对职业病防治知识

的认知，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治的法治意识，增

强劳动者自我保护能力，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权益，实现预

防、控制、消除职业病危害的目的。 （ 乐颖 黄珠慧子）

“ 十一 ”长假在愉快 、欢乐 、团聚中过去 ，

我们又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学习中 ， 但节

后一定要注意好防护和调节

,

这六条健康提

示请收下。

做好健康监测

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 尤其是

有境内外旅行史的朋友更要做好自身健康监

测，如出现发热、干咳、咽痛等症状，要佩戴医用

口罩及时就近前往发热门诊， 并主动告知医生

旅行史、 接触史和隔离观察情况， 便于准确排

查。要主动向单位报告发病情况及旅行史、接触

史，不要带病上班。

把防护措施融入日常生活

随时注意个人卫生，养成勤洗手、常通风、

不聚集、注意咳嗽礼仪等健康习惯，外出如洗手

困难，可携带免洗手消毒液。 外出就餐时，应到

有卫生许可证的正规餐馆就餐， 并与其他人保

持

1

米以上的距离。 在餐厅期间要尽量减少触

碰公共设施，就餐时执行分餐制，多人用餐时使

用公勺公筷。

保证充足睡眠

合理安排作息时间，既保证充足睡眠，也不

睡懒觉，养成中午小憩习惯。

适度运动锻炼

节后选择适合自身的运动方式， 适度增加

锻炼，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多做有氧运动，避免

高强度对抗性剧烈的锻炼。 运动场所尽量选择

家中或室外空旷的环境，与他人保持适当距离。

注意饮食调节

注意饮食卫生，逐渐调整饮食习惯，尽量少

吃油腻的食物，多吃些粗杂粮、新鲜的蔬菜和水

果，以及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做菜少放

盐，进食定时定量，还可以适当减少进餐量，给

自己的肠胃“ 放个假”。

做好情绪调整

上班之前需要做好情绪调整，防止“ 节后综

合征”，要早收心，让心情恢复平静。同时尽量减

少外出，避免熬夜。 可以选择听些舒缓的音乐，

或阅读书籍，晒晒太阳，保持身心愉悦。

（黄珠慧子 整理）

本报讯 今年

10

月

10

日是第

30

个世

界精神卫生日。

10

月

9

日，上饶市第三人民

医院围绕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宣传主题

“ 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组派心理专家

团队走进上饶师范学院开展心理健康进校

园主题系列活动。

当日下午

2

点，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的

心理专家团队正在为同学们进行免费心理

咨询，解决心理困惑。与此同时，上饶市第三

人民医院与上饶师范学院签订医校联动合

作协议，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保障校园安

全稳定。 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

记、院长齐伟说：“ 之后医院将发挥特色学科

优势，对学生的心理进行整体评估，将心理

有偏差的学生筛选出来，并对学校的咨询老

师、班主任，进行心理知识方面的培训，营造

出心理健康、校园和谐的良好氛围。 ”

“ 当情绪有困扰时，可以选择运动、听音

乐等喜欢的放松模式，释放压力……”下午

4

点，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务科长、临床

心理科主任柯强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心理

健康知识讲座，在柯强幽默风趣的教学及生

动讲解和互动下， 带领同学们认识抑郁症、

强迫症等心理疾病，并教会他们如何宣泄情

绪、释放压力。 讲座结束后，不少同学表示，

通过这种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讲座，解答了

内心不少困惑，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

活动。柯强说：“ 大学生常见的问题来自情感

困惑与交际困难、就业压力等因素，让他们

对这些疾病有些了解，能及时注意自己心理

健康问题，也能关心一下身边的朋友。 ”

此次活动通过医校联动，帮助在校大学

生们拥有健康的情绪、健全的意志、完整的

人格、正确的自我评价能力、良好的人际交

往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未

来的生活。

市二院

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市中心血站入社区

开展便民服务日活动

“全国高血压日”

宣教活动进社区

预防职业病

保障职业健康

技能比武展风采 以赛促学炼精兵

上饶市首届“鄱艾杯”中医护理技能大赛圆满举行

健康教育

医校联动

心理健康服务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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