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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小珍 记者

黄珠慧子报道：近日，广信

区卫健委结合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对该区

58

个医

疗卫生单位、乡镇卫生院、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民营医院开展第二届“ 文

明卫生单位” 实地检查评

比活动。

本次检查评比采取交

叉评比、现场考核、量化评

分的方式， 从提升精神文

明建设、室内外环境卫生、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日常

工作秩序、 规范医疗废物

管理、车辆有序停放、医护

人员文明行医规范、 志愿

者服务、无障碍设施、无害

化卫生厕所建设等多方

面， 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

单位和民营医院的文明卫

生情况进行全面评价。 同

时， 对在实地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予以及时反馈，责

令限期整改到位。 整个评

比活动全程公平公开，量

化评分公正合理。

现场考评结束后 ，召

开了评比点评会， 部分文

明卫生单位代表在会上作

了典型交流。 经过综合评

比，广信区血防站、广信区

人民医院、 五府山镇卫生

院、 兴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罗桥街道卫生院、四十

八镇中心卫生院、 湖村乡

茗洋卫生院、 清水湾怡养

康复医疗中心、 上饶汉氏

联合医院、广信苏桥医院、

广信广福医院等

11

个单

位被评为“ 最文明卫生单

位”，石人乡卫生院、广信

广田医院被评为“ 文明卫

生提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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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琚 芳 记 者

黄珠慧子报道 ： 为进一

步提高基层卫生院骨干

医师诊治水平 ， 帮助乡

镇卫生院骨干医师提升

专业理论水平和临床思

维能力 。 近日 ， 由弋阳

县卫健委主办的乡镇卫

生院骨干医师培训班成

功举办 ， 该县各乡镇卫

生 院 院 长 及 骨 干 医 师 、

县人民医院部分医护人

员约

100

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班由弋阳县

人民医院各临床科室主任

授课 ， 主要内容为常见

病、 多发病的诊疗和实用

技能。 会后， 学员们纷纷

表示此次培训班内容丰

富， 课题设计贴近基层医

院需求， 提高了知识水平

和应用新诊疗技术手段的

能力， 回到岗位后能够以

饱满的热情、 高超的诊疗

技术为患者服务。

骨干乡村医生培训是

国家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

升培训项目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 此次培训为推进我

县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工作

和提升基层医护人员技能

及服务能力， 为共同努力

实现“ 健康弋阳” 的战略

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弋阳县

举办乡镇卫生院骨干医师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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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骤降， 处处寒风瑟瑟 ， 大大降低人的

免疫力和抵抗力， 从而引发感冒、 咳嗽和支气

管炎等疾病。 所以冬季防寒防冻很重要， 现在

给大家介绍几个冬天防寒防冻防滑以及冬日保

健的小知识。

从头到脚。 要注意头部和手足的保暖， 不要

敞开领子和棉衣， 出门要戴上帽子和围上围巾，

这样可保持头部良好的血液循环， 从而使上呼吸

道有充分的抵抗力， 鞋内要放鞋垫， 用以吸热和

减少热的散发， 同时要常换常晒， 以保持冬鞋的

干燥、 暖和。

适当锻炼。 不能与外界隔绝， 要在合理的时

间出去跑一跑步、 拍一拍球、 玩一玩沙包等等，

把健康的身体玩出来。

适当开窗。 冬天再冷， 切不可忽视室内空气

的新鲜。 应该经常在天气好的时候开窗通风， 使

室外新鲜空气源源进入。

饮食适量。 适当补充富含钙和铁的食物如牛

奶、 海带、 紫菜等

,

可提高机体的御寒能力。 多

吃蔬菜、 水果， 补充维生素

C

， 以增强呼吸道黏

膜的抵抗力。

多喝开水。 冬天气候干燥， 人体极易缺水，

常喝白开水， 不但能保证机体的需要， 还可起到

利尿排毒、 消除废物之功效。

揉搓跟上。 手、 脚、 脸部等地方受冻， 经常

搓搓手、 揉揉肩、 跺跺脚， 很快就好。

在冬天应尽量减少洗脸的次数。 洗脸时也不

要使用过热的水， 水温过高一方面会直接灼伤皮

肤， 另一方面也会把脸上的油脂冲洗干净， 就起

不到保护皮肤的作用了， 容易造成皮肤干裂。 另

外， 洗完脸后最好过半个小时以后再外出， 这样

能降低寒风对面部皮肤的伤害。

注意保护嘴唇 。 冬季嘴唇特别容易干裂 ，

有的人喜欢用舌头舔嘴唇， 用唾液来保持嘴唇

的湿润， 可效果却是适得其反、 越舔越干。 这

是因为唾液中含有黏稠的淀粉酶， 留在嘴唇上

的唾液水分蒸发完后， 淀粉酶就会像一层糨糊

一样留在嘴唇上 ， 这样更加容易造成嘴唇干

燥， 甚至破裂出血。 冬季保护嘴唇， 最好还是

使用润唇膏。

洗头时间有讲究。 冬季洗头应该选择一天中

温度较高的时候， 切忌在睡觉前洗头， 因为一般

用热水洗头后， 头皮上的毛细血管扩张， 机体向

周围辐射热量增多。 同时， 洗头后头发是湿的，

水分蒸发时会带走很多热量。 在这个时候去睡

觉， 十分容易引发感冒。

穿衣不宜过紧。 大家普遍认为， 冬天保暖就

应该把衣服穿多一点、 穿紧一点， 其实这是一种

片面的认识。 穿着衣物如果过紧， 人体的血液循

环会受到一定的阻碍， 反而不利于保暖。 比如鞋

袜穿得过紧会导致脚部血流不畅， 热量无法顺利

到达脚部， 脚反而觉得更冷了， 长期这样， 会导

致冻疮发生。

（乐颖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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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为贤 记者黄珠慧子

报道：近年来，玉山县卫健委聚焦人

民群众看病就医的“ 急难愁盼 ”问

题，重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大病更

难， 到大城市三甲医院就医舟车劳

累、经济负担重等问题，坚持问题导

向，积极柔性引进医学人才，打造医

学博士工作站和名医工作室， 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大城市高

端、优质的医疗服务。

内外引联提升服务。 玉山县牢固

树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第一资本、第

一推动力”的思想，大力实施“ 人才强

县”战略，引进优秀的玉山籍医学博

士定期到该县医疗机构开展坐诊、手

术、查房、示教活动，建立起家乡与在

外博士沟通联系的“ 桥梁纽带”，并开

展“ 博士讲坛”“ 博士之家挂牌”“ 博士

对接县内单位企业”“ 大型医学博士

回乡义诊”等一系列“ 博士双服务”活

动。 目前，全县已建成运行

11

个博士

工作站和名医工作室。 其中黄家驷医

院引进

6

个博士工作站和

2

个名医

工作室

,

县中医院引进

1

个博士工作

站，博爱医院

2

个博士工作站，为玉

山及周边百姓提供了家门口博士级

医疗服务。

平台搭建打下基础 。 玉山县

委、 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为医学博

士工作站、 名医工作室的建成起到

了极大推动作用。 一方面为博士回

报家乡提供了平台， 把自己学到的

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带回家乡， 传

授给家乡的医务人员， 为父老乡亲

提供医疗服务。 另一方面， 通过医

学博士、 医学名家的传帮带， 提升

本地医疗服务水平， 培养、 储备一

批精业务、 安下心、 留得住的本土

人才队伍， 着力打造玉山本土“ 名

医、 名科、 名院 ”， 为玉山医疗卫

生事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人才

和智慧支撑。

改革发展稳步推进。 玉山县统

筹推进卫生健康各项改革发展 ，全

面深化健康玉山建设， 不断完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 逐步实现百姓的

“ 健康梦”。 黄家驷医院

(

玉山县人民

医院

)

总投资

6

亿元人民币，占地面

积

128

亩， 设计床位

1000

张，

2020

年

8

月底完成整体搬迁并投入使

用；

2021

年

2

月份获准按三级综合

医院办理执业许可。 与此同时，黄家

驷医院与上海中山医院保持帮扶协

助关系，双方开通医疗远程会诊，同

时有计划地派送中层干部到中山医

院作短期的进修学习。 并与江西医

专高等专科学校共建非直属附属医

院， 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正式挂牌

“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玉山

县黄家驷医院”，进一步提升医院的

服务能力。

院地合作持续巩固。 中国医学

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与玉山县

自

2016

年开展院地交流协作以来，

先后开展了

5

期八年制医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友会

考察帮扶玉山等活动， 促进了玉山

医疗卫生事业朝着更高层次、 更宽

领域、 更高水平迈进。 院地交流协

作已成为玉山与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 “ 连心桥 ”， 为

玉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健康教育

气温骤降 收下防寒保暖知识

玉山县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我市确立 15个市级医学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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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 近日 ，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

《 上饶市“ 名医、 名科、 名院” 工程建设实施方案》 ， 进一步

加强我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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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重重筛选与专家审核， 上饶

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 骨外科学 ，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

妇科学、 普通外科学， 广信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和消化科，

及上饶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

精神科、 江西医专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上饶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卫生检验、 上饶市妇保院儿科学、 上饶市立医院超声医

学、 万年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学、 玉山县中医院骨科等

15

个

学科脱颖而出 ， 被确认为上饶市

2019-2021

医学重点学科 ，

并授予“ 上饶市医学重点学科” 称号。

通过上饶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我市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明显提高， 省级科技项目竞争能力明显增强， 形成一批

综合实力强、 优势明显的学科， 在全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

成为医疗技术领先高地、 疑难疾病诊治中心、 人才培养教育

基地、 科技创新转化平台， 发挥支撑、 示范和引领作用。

上饶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承担全市耳鼻咽喉疾病的医

疗 、 科研 、 教学任务 。 近几年 ， 该科积极发展耳显微外科 、

喉显微外科 、 鼻内镜外科等 ， 拓展了耳鼻咽喉科的范畴 ，

微创技术的发展提高了耳鼻咽喉科的诊疗水平 。 “ 近几年

开展的多项新技术达到省内领先 ， 如进口二氧化碳激光治

疗咽喉肿瘤、 咽喉

PH

检测诊治咽喉反流 、 眩晕诊疗系统诊

治耳石症 。 耳科是我科的重点 ， 下一步主要开展耳聋耳鸣

和眩晕疾病的诊治 ， 重点开展眩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及眩

晕听力中心的建设 ， 及人工耳蜗新技术 。” 上饶市人民医院

耳鼻喉科主任洪伟说 ； “ 将以上饶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为契

机 ， 加强耳鼻咽喉科实验室的建设 。 同时 ， 发挥学科辐射

作用 ， 做好住院医师规范培训基地建设 ， 为基层医院输送

优秀耳鼻喉科人才 ， 降低市外疾病的转诊率 ， 充分发挥重

点学科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作为市级医学重点学科， 上饶市立医院超声医学科有三

间大诊室 、 五间小诊室 ， 现有

14

台高端彩超机 ， 配有穿刺

枪、 穿刺针、 穿刺架、 造影剂、 投影仪等设备。 该科室项目

齐全， 开展了

16

个亚专业， 有超声术前定位、 超声造影、 盆

底超声、 胃肠道超声及四维彩超胎儿产前畸形系统筛查等特

色项目， 其中， 超声造影属于全省领先。 “ 科室近三年开展

的新技术、 新项目绝大部分填补了上饶市空白， 如前哨淋巴

结超声造影、 子宫三维成像技术、 剖宫产后再次妊娠子宫瘢

痕区域的超声监测、 超声造影鉴别诊断甲状腺、 乳腺、 淋巴

结及其他组织器官结节良恶性鉴别等。” 该科副主任高星星向

记者介绍道 ： “ 与此同时 ， 超声科还承担了全市的 ‘ 两癌 ’

免费筛查项目， 乳腺癌的筛查准确率达到

92%

。” 上饶市立医

院副院长余云霞表示， 下一步将重点把超声介入项目做强做

大， 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 为我市医学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名医返乡坐诊

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为术后患者做检查

市立医院超声医学科医生为患者进行泌尿系肾脏的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