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

一、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常规课程。建议学校应定期开设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并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有机渗透到日常教育的全过程。

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鼓励学校引进专业的心理

学教师，建立各种激励和牵引机制，定期培训，不断提升心理专业教

师的专业水平。

三、加强心理辅导和危机干预工作。 加强标准化心理辅导室建设，

真实有效地开展心理咨询服务，特别是针对有问题倾向的学生开展“一

对一”辅导，有针对性地开展个别谈话、团体辅导等危机干预工作。

四、增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合力。 心理健康教育是实现素质

教育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部分家长有教育缺失，需要学校给予正确有

效的引导，利用家访、家长教育、培训、研学、综合实践等家校共同合

作的形式，让学校和家庭在教育上“同向”。

建议：

一、 帮助居民尽早关注癌症预防。 建议各大居民社区定期开展

《癌症防治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的宣传和相关癌症预防、致癌因素

的知识讲座，形成人人知晓的社会常识，将“治未病”的理念融入广大

群众中，全面积极参与到预防癌症发生。

二、鼓励居民定期进行身体检查，规范的防癌体检是发现癌症和

癌前病变的重要途径。建议高危人群进行定期防癌体检，建议各大体

检中心可以根据的个体年龄、既往检查结果、生活行为方式以及接触

的环境等提供合适防癌检查。

三、提倡居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有研究表明癌症的发生与不良

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通过提高城市绿化率、改善居住环境以及增加

健身场所打造百姓身边健身组织和“

15

分钟健身圈”、定期开展健康

生活方式的知识讲座来帮助居民改善健康行为方式。

四、 建议对于高危癌症人群的癌症筛查体检项目纳入医疗保险

范围，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职业的从业者，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防癌

筛查，对于癌症的治疗达到早发现、早治疗、早治愈的治疗模式。

建议：

一、围绕高发的五大危急重症患者诊治需要，建立五大危急重症

救治定点医院。 构建高效便捷的救治保障网， 建立区域协同救治体

系、开辟“绿色通道”等一系列措施，避免转诊延迟和救治断点，确保

危急重症患者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救治， 有助于最大限度提高患者

救治成功率，降低死亡率。

二、政府主导，对申请危急重症救治定点医院进行评审。 关键

标准是院内要有非常好的 “绿色通道 ”的建设 、有救治能力 、诊治

团队的相关科室能够无缝衔接 ，让患者到达医院后能快速的得到

救治。

三、动态调整救治定点医院名单，并及时广泛宣传。 定期对救治

定点医院的救治成功率、转诊率等指标进行相关质控，促进救治定点

医院能持续改进，不断优化救治流程，提高救治水平，为患者提供更

加快速、优质的诊疗服务。

四、将急救课程纳入中小学的教育内容。 家中是发病最多地方，

是急救体系的第一现场，家属往往是急救的首次接触人员。将急救课

程纳入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不仅要求老师掌握，而且要求中小学学生

学习。

责任编辑：钟芷涵

电话：

8237576 Email:srrbzt@163.com

2021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二

3

JIANKANG

SHANGRAO

健康

上饶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保障在校

学生、教职工身体健康，近日，信州区疾控中心结防科专业

技术人员与信州区儿保中心医护人员来到上饶市第五、第

六中学为

2021

年新生开展结核病筛查工作。

按照学校结核病防控指南要求， 本次筛查经学生家长

知情同意签字后，专业技术人员有序进行。结核菌素试验简

称

PPD

试验筛查，形式上是一种皮试，医务人员认真准备，

稳定学生情绪，细致耐心地扎针。同时专业技术人员为同学

们详细讲解了结核菌素接种的目的、禁忌症，接种后可能会

出现的反应及反应后怎样处理等相关事宜，嘱咐学生：不要

手挠手抓注射部位，不要随便水洗，尽量不要服用生冷、辛

辣刺激的食物， 后续还将对试验结果为强阳性的学生督促

其进行胸片检查。 工作人员共为

500

余名师生进行结核菌

素试验，并于注射

48-72

小时后查看了结果。

此次结核菌素筛查能尽早地发现学生中的肺结核患

者，有效防止学校结核病的集中感染、发病，在校园内科普

了结核病的防治知识，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保护广大师

生健康。 （ 乐颖 黄珠慧子）

本报讯 为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医疗工作成

果，扎实做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让群众能在家门

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惠民服务，弋阳县妇保计生服务中心自

10

月

18

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两癌”免费检查工作。

每天上午，弋阳县妇计中心的流动健康车就开至各乡镇

的村委会门口，接待每一位前来应检的适龄妇女。 弋阳县妇

计中心的医务人员详细询问其有无既往病史，并对每个适龄

妇女做好信息登记，建立个人档案，同时，医务人员还通过面

对面形式向现场的妇女们进行健康宣讲，认真的宣传“ 两癌”

筛查的意义和目的，对于年龄大、理解能力较差等群众，她们

耐心解答，并细心的指导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防病意识。

据了解，“ 两癌”筛查是保障女性健康的重要“ 保护伞”，

早期发现的乳腺癌及宫颈癌

90%

以上都能治愈，因此对这两

种癌症的定期筛查就特别有意义，筛查结束后，对于检查结

果异常的患者，也建议做进一步检查并建立专档进行跟踪随

访。 目前“ 两癌”筛查工作将继续深入到各乡镇，为基层广大

妇女群众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帮助，为弋阳县广大妇女群众的

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 琚芳 黄珠慧子）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医院感染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强

医务人员疫情防控知识教育，保障医疗救治安全。 近日，上

饶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竞赛，来

自各临床科室的

30

名医务人员，组成

10

支队伍参赛。

竞赛分为必答题、 抢答题、 风险题及加赛题等

4

个环

节，内容涉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院感染管理、消毒隔离、

手卫生、医疗废物管理等重点内容。 竞赛中，参赛人员沉着

冷静、各尽所能、积极参与，充分展现出医务人员的良好精

神风貌，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扎实掌握。本次竞赛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和学习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达到了以

学促练、以练促赛的预期目的，增强了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

预防与控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有力提升了医院感染管理

水平，为保障医疗质量、筑牢安全屏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 唐亚婧 黄珠慧子）

成人健康体重取决于能量摄入与能量消耗的平衡，长

期摄入能量大于消耗能量，体重增加；长期消耗能量大于

摄入能量，体重减轻。坚持“ 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

一辈子”的健康理念，通过下面这些知识让大家多多了解

如何保持健康体重。

一、超重和体重不足，都是健康的“元凶”。 健康体重根

据体重指数计算，

18

岁及以上成年人， 在

18.5-23.9

之间

属于正常，低于

18.5

属体重不足，在

24-27.9

之间属于超

重，大于等于

28

为肥胖。 体重指数

＝

体重（

kg

）

/

身高（

m

）

2

，

体重过高和过低都不健康。超重可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

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的风险，肥胖者更易患骨关节病、脂

肪肝、胆石症、痛风、内分泌紊乱、心理障碍等多种疾患。体

重过低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和智力的发育， 影响成年人体

质，还与免疫力低下、月经不调或闭经、骨质疏松、贫血、抑

郁等病症有关。

二 、不健康生活方式 、肥胖与多种慢性病发生的关

系密切。 不健康饮食、身体活动不足、吸烟、酗酒和一些

心理问题都与肥胖有关 ， 也是导致多种慢性疾病的元

凶。 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控制体重，进而预防其他慢

性疾病。

三、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最为重要。引起肥胖的原因复

杂，减肥难度大，所以要特别强调预防。 同样的体重指数，

腰围可能不同，腰粗危害更大，其患相关慢性病的风险增

加。 体重与能量的进出平衡有关，当吃进去的能量大于消

耗的能量时， 多余的能量就会在体内成为脂肪积存下来，

久而久之，其结局就是肥胖。 反之，当进食能量小于消耗

量，体重便会降低。

四、控制膳食总能量，坚持吃动两平衡。“ 管住嘴”并不

意味着不能享受美食，关键是不能吃的过量，更好的办法

是通过增加运动消耗掉过多的能量。 肥胖受遗传影响，但

环境因素，特别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影响更大。 要在日常

中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宜顿顿吃到十分饱，更不能肚

子撑了才撂筷。

五、“减少静坐时间”，保持健康体重，特别是正常腰围。

养成多动的生活习惯有助于保持健康体重， 生活中走路、

上下楼梯、骑自行车、清扫房间、做饭等都可以增加能量消

耗。 运动能够增进心肺功能，降低血压和血糖，强壮骨骼，

使心血管病、

2

型糖尿病和癌症的发病风险降低； 还有助

于延长寿命、改善关节功能、缓解关节疼痛、减轻压力和抑

郁。 每天至少应以中等强度运动半小时（ 运动达到中等强

度时，感到呼吸心跳加快，有如尽力快走） 。

六、维持健康体重需坚持，健康生活方式是根本。 坚

持控制饮食与增加运动相结合 ，持之以恒 ，才能长期保

持健康体重。 单纯节食减肥不可取，因为减去的体重还

包含脂肪和肌肉等非脂肪成分。 控制饮食加运动，可以

避免“ 减肥”的同时“ 减肌肉”。耐力运动和肌肉力量锻炼

同样重要。

（ 黄珠慧子整理）

信州区开展

2021年新生结核菌素筛查

关爱女性身体健康

推进“两癌”免费检查

市妇保院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竞赛

健康教育

维持能量平衡 保持健康体重

建言献策为民发声

助力健康上饶发展

———专访我市医卫系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0

月

25

日至

28

日，

上饶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和上饶市政协五届一次会

议隆重召开， 让我们一起

听听我市医卫系统的代

表、委员们说了啥？

卜庆铭在市妇保院调研 钟剑波 摄

周桂莲现场指导疫苗接种 王苗 摄

市人大代表

叶筱颖为患者检查 钟剑波 摄

黄朝发查看患者病历

市政协委员

着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不容忽视

癌症防治 重在预防

完善区域急救体系

为生命抢出黄金时间

建议：

一、要进行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打造高水平的上饶医疗学术的人

才。 通过对医疗卫生系统的高层次人才引进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二、 要打造省级著名的上饶重点学科。 通过打造全省的重点学

科，提升全市的学科研究和医疗水平。

三、要提升医疗机构的等级水平。目前，上饶市三甲医院有

5

家，三

级医院有

9

家， 在十四五期末要增加

50%

。 通过硬件和软件的共同建

设，为上饶市民提供高端的医疗服务。 同时也保证医疗服务的便捷性，

打造

30

分钟医疗服务圈，在老百姓需要医疗服务就能够及时到达。

观察：我市在十三

五期间对医疗卫生基础

设施的投入非常大， 共投入

86

亿元建成医疗卫生服务面

积

159

万平方米。 市政府的政

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十四

五将集中全力提升全市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作为重点

努力方向。

观察：中小学生本身

身心不够成熟 、 生活阅历

浅、抗挫能力低、扛诱惑能力弱，

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容易出现心理

障碍、生命价值感不强等问题，严重者

发展成抑郁症、焦虑症，更甚者会走上

违法犯罪和轻生的道路。 据调研了解，

中、 小学生心理测量不健康比例达

20%-30%

， 需要心理危机干预与

治疗的达到

5%

，所以，在中小

学期间是最佳的引导与

治疗时段。

观察：近年来，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

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加之慢性

感染、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广泛流行

和环境污染、 职业暴露等因素的逐

渐累积， 癌症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呈

现逐年上升趋势。 经验表明，采取

积极预防、早期筛查、规范治疗

等措施， 对于降低癌症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具有显

著效果。

观察：突发心梗、产

妇遇到危重病情、 儿童被

异物卡住……救治这类急症，

关键要抢“黄金时间”。 在我们身

边，这些危急重症可能因为患者及

家属不清楚医院的救治能力，导致

送诊到没有救治条件的医院而需

要反复转诊， 或者舍近求远选

择更远的救治医院而错过

了最佳治疗的 “黄金

时间”。

卜庆铭（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周桂莲（上饶经开区医院院长）

叶筱颖（上饶市人民医院血液内科行政副主任）

黄朝发 （广信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分泌科副主任、

介入科主任）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