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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韩海建 记者黄珠慧子

报道：

12

月

22

日，

2021

年“ 帮扶心

贴心，服务面对面”专家送技术上饶

片区盲人按摩提升培训班在余干县

开班。来自全市

40

余名盲人按摩从

业人员参加技术提升强化培训。

培训中， 专家讲师团为参训学

员做了练功基本方法、 保健按摩规

范手法、颈椎、腰椎疾患诊断和按摩

规范技法以及临床经验和特色技法

等内容的培训， 送去了盲人按摩从

业人员最需要、最实用的技术辅导。

针对盲人生理特点和技术水平，专

家设计了一对一、 手把手的培训方

法，教学严谨，耐心细致，一个手法

一个手法的教， 一个要领一个要领

的讲， 保证了每一名参训盲人学员

都能学到真本领、掌握硬功夫，为今

后依靠专业按摩技能赢得市场竞

争，稳步增加按摩收入，过上更加美

好的生活打好了基础。

学员们纷纷表示， 此次培训让

他们更加有信心、有底气，让他们学

到了真本领， 在提高自身按摩技能

水平的同时， 还能促进就业创业机

会，实现增收致富。

市级医学重点学科验收考评工作正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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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进补 ” 为心脏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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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的头号“ 杀手”，而冬季由于

气温明显下降，人体抵抗力相对减弱，以及生活方

式的改变，心血管负荷增加，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

季节。健康饮食是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因

素之一。 健康饮食有助于预防或延迟高血压的发

生、降低血压、降低心血管病风险；而不健康的饮食

则会为我们的健康带来沉重的负担。那么心血管疾

病患者应选择哪些食物来保持健康的饮食呢？

1.

全谷物食品部分代替精制谷物

“ 全谷物”为“ 指未经精细化加工或虽经碾磨、

粉碎、 压片等处理仍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胚

乳、胚芽、麸皮及其天然营养成分的谷物”，包括黑

米、糙米、小米、藜麦等。精制谷物是面包、面食或面

条等去除麸皮和胚芽的小麦谷物产品或面粉。相较

精制谷物，全谷物食品含有更加丰富的纤维、微量

元素、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剂，对降低血糖、

胆固醇和防止动脉硬化有良好作用（ 乳糜泻、麸质

敏感以及部分肠易激惹综合征患者谨慎摄入） 。

2.

增加新鲜蔬菜和水果摄入

新鲜蔬菜和水果是抗氧化剂维生素，钾离子等

矿物质，纤维和其他有益于血管健康的营养素的重

要来源。 硝酸盐是已知能降低血压的营养素之一，

心血管疾病患者应增加如多叶蔬菜和甜菜根等富

含硝酸盐的蔬菜摄入。水果中的柑橘和苹果等也能

够有效降低血管疾病的风险。

3.

适量增加鱼肉摄入

鱼类对心血管病的保护作用主要归因于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同时鱼肉还富含优质蛋白

质，且饱和脂肪含量较低。 适量增加鱼肉摄入量可

降低成年人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4.

适量摄入大豆及其制品。

豆类中含有的氨基酸却不含胆固醇，因此其易为

人体吸收，同时也能有效降低个体血液中的低密度脂

蛋白含量，通过减少积存在动脉壁上的胆固醇，减少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5.

减少钠盐的摄入

钠摄入过多会使血压升高，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对于高血压患者，建议采用低盐饮食，每日食盐

的摄入量不超过

5

克，并注意减少隐形盐的摄入。

6.

减少糖类的摄入

为了预防龋齿和肥胖，每人每天摄入的游离糖

不应超过

50g

，最好不超过

25g

；在我国添加糖主要

来源于加工食品，包括含糖饮料、甜品、冷饮等，从

含有大量糖的食物和饮料中摄取多余热量可能会

导致超重和肥胖，对血压和血脂造成影响。

除了采用科学的饮食外，在寒冷的冬天，心血管疾

病患者们在外出时也要记得做好保暖防护，适量运动，

保持合理的体重，戒烟戒酒。 另外，还需要坚持用药、定

期复诊。 不要因为季节的变化擅自停药或改变用药剂

量。 做好血压监测，出现血压升高或有头晕、头痛和胸

闷等不适及时就诊，健康过冬。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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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翠翠 记者黄珠慧子

报道： 为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新闻宣传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市卫生

健康系统新闻宣传工作水平，

12

月

20

日上午，全市卫生健康新闻培训

班在饶举办。 县（ 市、区） 、三清山风

景名胜区卫生健康委、 上饶经开区

社会发展局宣传工作分管领导、宣

传科长（ 股长） 、宣传干事；市直市管

医疗卫生单位分管领导、宣传科长；

市卫健委各科室宣传联络员， 共计

100

余人参加培训。

卫生健康宣传工作是党和国家

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卫

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实现“ 健康上

饶”目标的重要保障。 本次培训紧密

联系结合卫生健康系统新闻宣传工

作实际，邀请了媒体专家分别就《 媒

体融合下的

2021

抗疫宣传》、《 如何

提高新闻写作水平》为学员授课。

此次培训的开展， 进一步提升

了我市卫生健康系统新闻宣传水

平， 为提高宣传工作者能力奠定了

基础，拓宽了思路。 培训期间，学员

们进一步理清和掌握了新媒体时代

做好卫生健康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

思路方法。大家纷纷表示，会将所学

知识结合实际，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中勇于担当作为， 推动卫生健康

系统新闻工作再上新台阶。

������

本报讯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

重点学科建设是推进医院医疗、科研、

教学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上饶

市卫健委组织开展了市级医学重点学

科验收考评工作。此次评审共抽调省、

市级专家

20

人， 对上饶市人民医院、

上饶市疾控中心、江西医专一附院等

16

家医疗卫生单位申报建设的

38

个

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考评。

考评专家们坚持公平、公正、科

学、客观的原则，现场听取各学科自

评报告后， 依据上饶市医学重点学

科建设方案， 从业务技术、 人才队

伍、学术活动、设施设备等方面，对

受评学科进行了认真、 细致的评估

查验。 针对各单位学科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各受评

单位表示将针对专家意见， 积极完

善整改，达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

目的，切实提高学科建设能力，不断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据介绍， 重点学科建设计划项

目通过考评验收后，将被授予“ 上饶

市医学重点学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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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苏田珍 记者黄珠慧子

报道： 为进一步规范弋阳县集中隔

离场所的管理， 切实抓好医学观察

对象的健康管理和医疗保障、 工作

人员防护及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

12

月

21

日， 弋阳县卫健委召开了

新冠肺炎隔离场所建设管理卫生防

疫培训会

,

弋阳县卫健委全体机关

干部职工及各医疗单位相关业务人

员共计

60

余人参加会议。

集中隔离场所是对重点人员

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特殊场

所 ， 是切断疫情传播途径的关键

环节 。 会上详细介绍了规范设置

隔离场所 、工作人员职责 、卫生防

疫要求 、 集中隔离点院感防控要

求、解除隔离标准等规范流程。 会

议强调 ，功能分区要严格按照“ 三

区两通道 ”进行设置 ，各分区应采

用物理隔音 ，并设置明显标识 ；集

中隔离场所产生的污 、 废水消毒

后应符合

GB18466

要求 ； 专班工

作人员务必严格落实集中隔离场

所日常管理 、个人防护 、卫生消毒

等措施 ， 工作人员还应定期做好

核酸检测。

通过此次培训， 不仅使参会人

员进一步掌握了集中隔离场所建设

要求和疫情防控知识， 还提高了工

作人员在隔离场所的工作能力，为

日后指导集中隔离场所疫情防控工

作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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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下午，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术报告厅内，上饶市首届

“ 佑美杯”中医经典知识竞赛总决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决赛包括知识

抢答、争分夺秒、心有灵犀、风采展示、机会翻转五个环节。 竞赛内容涵盖

《 黄帝内经》 、《 伤寒论》 、《 金匮要略》 、《 温病学》等中医经典相关内容。

首先进行的是知识抢答环节，各队按抢答器进行抢答，答对得

10

分，

答错或抢答犯规，则倒扣

10

分。“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

欲饮水，水入咽吐者”，主持人话音未落，

2

号队伍横峰县中医院的选手便

第一时间按响了抢答器。“ 很遗憾，虽然

2

号队伍求战心切，但抢答犯规，

扣除

10

分，请

6

号队伍上饶市人民医院选手作答。 ”“

5E

，五苓散。 ”“ 回答

正确，加

10

分。 ”

……

经过激励的抢答比拼， 最终

1

号队伍广丰区中医院以

370

分的高分

暂时领先。

据了解，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取得中医（ 含中西医结合）专业技术资格

的从业者，各县（ 市、区） 、上饶市人民医院分别组建

1

支参赛队伍，共

13

支队伍，在决赛前

1

日，通过半决赛的笔试和口试，取各参赛队伍

4

名参

赛选手的笔试和口试之和总成绩，按照高分到低分排名，总分排名前

7

位

的上饶市人民医院、广丰区中医院、鄱阳县中医院、横峰县中医院、弋阳县

中医院、婺源县中医院、上饶市中医院进入最后的决赛。

在争分夺秒、心有灵犀、风采展示

3

个环节后，竞赛进入最后环节：机

会翻转， 即按此时现场得分情况升序排列， 由得分最低的参赛队开始选

题。 每队只能选

1

题，可自由选择

10

分、

20

分或

30

分的分值题目作答，

然后指定

1

名选手起立答题，答题过程中其他选手不可以纠正、补充。 李

梦薇是弋阳县中医院康复科医师，也是

3

号队伍答题选手，她告诉记者：

“ 这个环节比拼的是个人实力、反应力，包括对于中医经典的理解、现场语

言组织能力等，不仅要知道这个题目，还需要即刻组织好语言进行完整地

表述。 对于中医经典知识的理解和临床应用，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学习、探

讨、研究，把中医理论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 ”

中医经典知识竞赛决赛进行了近两个半小时，经过激烈角逐，上饶市

人民医院代表队脱颖而出，获得团体特等奖，该院中医科医生许晓娜在决

赛风采展示中荣获一等奖。“ 很感谢上饶市卫健委和医院给我们提供的这

个机会。 ”许晓娜说：“ 学习中医，是一个持续和长久的过程，要跟着书本

学，跟着老师学，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逐渐成长。 ”

在活动期间，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副院长石强、江西中医药

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章莹等

4

名专家还围绕《 黄帝内经》 、《 伤寒

论》 、《 金匮要略》 、《 温病学》等内容进行了中医经典知识宣讲，并对于如何

备赛向选手们提出了实用性建议， 鼓励选手们努力学习中医， 重视“ 经

典”，积极参与知识竞赛。 石强表示，此次竞赛，赛事合理、过程紧凑、环环

相扣。对于选手们的表现，石强赞赏地说：“ 竞赛选手们除掌握扎实的中医

知识之外，还有非常好的医学人文知识，比如表达、对于病人的关怀等都

是很不错的。我相信经过几年的磨炼之后，大批年轻的中医药人才会得以

成长成才。 ”

竞赛结束后， 还有现场观众互动答题环节， 观众答对后有小礼物相

送。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考题还没等主持人念完题目，台下就有观众举

手，争着要答题了，甚至有观众急得高高举起了双手，争取答题机会。知识

与趣味的融合，将现场热烈气氛不断推向高潮。

丰富的资源、深厚的底蕴、一流的阵地、健全的机构，近年来，上饶市

立足自身优势，加大政策引导，狠抓项目建设，强化医旅融合，全市中医药

事业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此次活动弘扬了中医药文化，促进了中医

药的“ 传承与创新”，展示出中医人风采，加强了全市各级医疗机构中医人

才队伍建设。上饶市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吴海贤表示，接下来还会

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不断提升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助力上饶国家中医药

健康旅游示范区建设。

我市举办卫生健康新闻宣传培训班

弋阳县卫健委

召开隔离场所建设管理卫生防疫培训会

盲人按摩提升培训班在余干县开班

以“赛”促学 以“练”促用 提升中医服务能力

———上饶市首届“佑美杯”中医经典知识竞赛侧记

钟建波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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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灵犀环节

评委打分

中医经典知识宣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