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徐味味 记者黄珠慧子报

道：

3

月

23

日， 江西医专第一附属医

院参加中国（ 江西）第

25

批援突尼斯

医疗队队员放射科医生史斌和眼科医

生常嘉泰，圆满完成

15

个月的援外医

疗任务，载誉归来。

援非期间，史斌和常嘉泰不畏艰苦、

甘于奉献，克服环境恶劣、疾病威胁等诸

多困难，出色完成此次援外任务。他们不

惧危险，坚守岗位，与当地医院共同开展

防疫抗疫工作， 为突尼斯人民送去了宝

贵的中国抗疫经验。 由于医疗队员出色

表现， 受到了突尼斯政府和人民的高度

赞誉，

2021

年

11

月

3

日，突尼斯政府为

中国（ 江西）第

25

批援突尼斯医疗队全

体队员颁发荣誉证书， 以表彰他们为突

尼斯医疗卫生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据悉，史斌、常嘉泰两位同志原定

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回国休养， 因疫

情导致回国航班熔断， 滞留于突尼斯

首都，历经三次更改航班，于

3

月

2

日

从杭州入境，分别在杭州、婺源进行为

期

14

天、

7

天的集中医学观察， 如今

结束集中医学观察返饶。出征至今，他

们已有

450

多个日夜未与家人见面，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舍小家，为

大家”的爱国情怀，以实际行动践行着

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誓言， 为促进中

非双边关系发展和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饶鹏程

1974

年

10

月生，

1996

年入党，目

前任铅山县第二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因工作

表现突出，先后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湖北省最美逆行者”、“江西省新

时代赣鄱先锋”称号。近日，入选“中国好医生、

中国好护士”

2022

年

2

月月度人物。

责任编辑：黄珠慧子

电话：

8237576 Email:srrbzt@163.com

2022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二

3

JIANKANG

SHANGRAO

健康

上饶

坚守医者初心 不负白衣荣光

———记 中 国 好 医 生 饶 鹏 程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文

/

图

身着白衣，不负荣光，从医誓言响彻在耳畔，他

的初心闪耀而坚定。 从医

25

年来，饶鹏程始终坚守

医德初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以实际行动赢得了

群众的广泛信任，是大家心中的好医生。

2019

年，饶鹏程被任命为医院

党支部书记，落在他肩上的担子更

重了。

每天早上

7

点半，饶鹏程便来

到医院病区转悠 ， 也会参加晨交

班，摸摸情况 ，看有没有需要做会

诊或是诊治的患者。

3

月

20

日，饶

鹏程像往常一样巡视科室 ， 了解

到

78

岁患者翁珍珠因腰部急性

扭伤引起压缩性骨折 ，疼痛难忍 ，

翻身都成问题 ， 饶鹏程便抽出时

间为她进行针灸治疗 。 护工沈凤

英告诉记者 ：“ 翁大娘刚来住院的

时候，不能动，也不能起来，经过

5

天的治疗 ，她恢复的很快 ，现在能

起来了。 ”沈凤英夸道：“ 饶书记技

术好 ，人也好 ，经常到病房询问患

者情况。 ”饶鹏程在一旁摆摆手说

道 ：“ 现在事情多了 ， 看诊的时间

少了 ，但只要有患者需要 ，我一定

全力以赴。 ”

铅山县第二人民医院原名永

平铜矿医院，

2021

年

8

月改制移交

地方管理。“ 这个阶段的医院，还面

临着许多挑战。 ”饶鹏程坦言，“ 铅

山二院地处永平镇，覆盖了周边及

县城大约

20

万人口， 老百姓对医

疗服务的要求比较高。 ”饶鹏程表

示，下一步，医院将通过“ 送出去”、

“ 引进来”等形式，大力发展医疗技

术型人才，提升医院整体诊疗服务

能力 ； 加强医疗设施设备提档升

级 、更新换代 ，提高群众的就医体

验；打造重点科室，努力树特色、创

精品 、亮品牌 ，为铅山县居民健康

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 预计

3

年左右 ，医院的环境 、服务 、水平 ，

都会更上一层。 ”

“ 正心仁术、做优做精、服务相

邻。”医院大堂的十二字院训发出熠

熠光辉，闪耀着饶鹏程的坚定初心，

也闪耀着医院的可期未来。

名

片

1997

年， 饶鹏程从江西中医

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毕业后，就进

入医院中医科工作，他理论基础扎

实，兢兢业业、苦练内功，业务精益

求精，很快成为业务骨干，评为副

主任医师。 在为患者治疗期间，饶

鹏程发现许多患者也会合并一些

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等。

这时， 他看到了他专业的不足，他

明白，仅仅掌握中医知识，对他来

说是远远不够的。 随后，他便向医

院提出外出进修的要求，希望能提

升综合技能， 在医技上取得突破。

他告诉记者：“ 进修时还学了处理

肠胃镜，没想到还派上用场了。”原

来， 医院肠胃镜室的老医生退休

后，由于医院人手紧张，饶鹏程就

接替他做了下来， 这一干就是

20

多年。

在饶鹏程办公室的书柜里，摆

满了儿科学、诊断学、内科学等不

同专科的医书，他说：“ 无论是什么

科室的医生，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的努力，切切实实地帮助患者解决

健康问题。 ”而医书旁边摆放着的

一封封感谢信，便是饶鹏程具有仁

爱之心、诚信品质、精湛医术的最

好证明。

作为一名全科医生，不光知识

面要比专科医生更宽泛、 更广博，

而且要更加善于了解病人的需求，

并及时进行沟通、协调。今年

85

岁

的患者刘方仁，因腰痛入院，伴随

着气管炎等慢性病发作，如今已住

院半个月。 在此期间，饶鹏程担心

患者年纪大、住院时间长，容易产

生负面情绪，便经常前往病房关心

患者，并为他细心检查。不光如此，

饶鹏程还会经常为患者的经济情

况考虑，做到花钱少、效果好、服务

好；遇到就诊的老人，还会针对个

人情况展开健康宣教。

刚进医院时， 饶鹏程便加入医

院中青年志愿服务队。 据饶鹏程回

忆， 当时医院有一名叫辛玉枝的退

休护士， 经常带领年轻医生开展志

愿服务，到周边的养老场所送医、送

诊。 在多次参与服务活动之后，饶

鹏程受前辈感染 ， 在之后的工作

中 ， 他也经常利用自己的休息时

间，为老年患者或行动不便的患者

开展免费的送诊服务。

2020

年 ， 当得知全省组派援

鄂抗疫医疗队 ，他立下铮铮誓言 ：

“ 到湖北去 ， 到抗疫最前线去 ，到

病人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湖北随

州曾都医院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

方便工作 ，他剃了光头 ，穿上成人

尿不湿 ；为了避免上厕所 ，他尽量

少喝水 ；因长期穿防护服 ，视线模

糊 、鼻梁疼痛 、喉咙“ 冒火 ”……在

抗疫期间 ，他发挥专业优势 ，大胆

提出加入中医思路诊治病患 ，还

创立了肺部呼吸操。“ 一来希望通

过肺部呼吸操能帮助他们缓解病

症 ， 二来也希望改善患者的消极

情绪 ，引导他们积极配合治疗 。 ”

饶鹏程说 ， 当时他心中只有一个

念头 ：早点把病人治好 ，早点让病

人摆脱痛苦。

2021

年， 饶鹏程再次带领

21

名同志组成抗疫先锋队迅速奔赴

葛仙村景区，为景区游客和村民做

核酸检测。 每一天，他和时间赛跑，

来不及吃饭、 睡眠时间短是常态，

但是每天工作的结果都让他倍感

欣慰， 景区游客没有一位被感染，

身边的战友没有一个倒下，疫情得

到快速的控制，这一切让饶鹏程感

到所有的苦和累都是值得的。

从专科医生到全科医生

1

从志愿服务队到抗疫先锋队

2

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

3

本报讯 叶丽园 记者黄珠慧子报

道：为进一步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普及

消防安全知识， 准确识别和使用消防

器材，提高灭火技能，近日，弋阳县清

湖乡卫生院邀请上饶市消安防火服务

中心专家为全体干部职工进行消防安

全知识讲座。

讲座中， 专家针对日常生活怎样

安全用火用电等基本常识进行了详细

讲解，强调消防宗旨主要在于“ 预防为

主、防消结合”，一定要清楚灭火器的

具体位置，熟知常用灭火方法，以及火

灾的分类和最有效的灭火方法。随后，

专家详细讲解了各类灭火器材的适用

范围、注意事项、并现场演示几种灭火

器材的使用方法。 不断提高消防安全

意识， 加深大家对消防器材的认知和

使用，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此次消防安全讲座和演练， 进一

步增强了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 提升

了干部职工对抗火灾的应变能力，达

到了“ 教育一个，引导一片，带动一面”

的效果， 为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本报讯 符玲芳 记者黄珠慧子报

道：为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保障乡村医生队伍可持续发展， 德兴

市卫健委积极推动落实乡村医生多渠

道补偿机制， 重点加强村卫生室订单

定向医学生接收安置和履约管理工

作， 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健康服

务能力， 促进农村基层卫生健康服务

融入乡村振兴发展大局。

抓好“ 起点”，合理安排岗位，强化

履约管理。打破“ 村来村去”的原则，统筹

考虑人员实际在岗情况，允许定向医学

生在卫生院的统筹安排下可在本 （ 镇、

街道）辖区内村卫生室之间流动，促进

各村卫生室之间均衡发展， 避免出现

“ 空白村”。 目前，德兴市

2016

级、

2017

级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毕业生共计

18

人均已安排在相应村卫生室执业。

把握“ 重点”，明确岗位职责，注重

提升能力。按照“ 乡聘村用”的方式，落

实岗位安置。 定向医学生履约报到后

,

统一安排在乡镇卫生院进修学习不少

于

6

个月， 乡镇卫生院指定专人负责

传帮带， 帮助其尽快适应乡村卫生工

作环境， 重点加强基本医疗、 公共卫

生、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相关工作的

跟班学习，提升工作服务能力。

强化“ 支点”，完善保障机制，解决

后顾之忧。 积极推动落实定向生薪酬

和社会保障等相关待遇， 在政策服务

期内的订单定向乡村医生从毕业后正

式安置到基层机构执业开始由市财政

按人均每人每年

3.6

万元的标准，落

实补助经费。 同时整合乡村医生岗位

补助、基药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等综合用于乡村医生基础工资、医

保、社保、生活补贴、继续教育等经费

保障。

德兴市卫健委

积极推动订单定向乡村医生履约服务

清湖乡卫生院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我市 2名援非医疗队队员载誉归来

本报讯 裘峥艳 乐颖 记者黄珠慧

子报道：今年

3

月

24

日是第

27

个世界

防治结核病日，宣传主题是“ 生命至上

全民行动 共享健康 终结结核”。 近日，

我市各级医疗机构组织医务人员走进

校园，为师生们普及结核病防治知识。

3

月

24

日，信州区疾控中心联合

茅家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上饶师

范学院， 通过设立咨询台现场宣传结

核病防治知识、悬挂横幅、摆放展板、

发放宣传折页、 设立签名墙等多种形

式展开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现场呼吁

大家：要做好结核病的防控工作，要正

确认识结核病， 认真对待， 出门戴口

罩、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不要对

着他人， 如咳嗽

2

周以上伴有咯血等

症状，要尽快去医院检查。当天共发放

宣传品

150

余份，宣传资料

500

余份。

“ 肺结核疾病是一种可防可治的传

染病， 一般是由于吸入传染源咳嗽、喷

嚏、大声说话时喷出的含结核菌的飞沫

而感染。 ”在婺源县中云中学，婺源县中

云镇中心卫生院医务人员用通俗的语

言开展预防结核病知识宣讲活动，详细

解释了什么是结核病、肺结核有哪些常

见症状、肺结核的危害、怎样预防结核

病等健康知识，并对同学们提出的疑问

耐心解答。 同时，现场发放了结核病防

治知识宣传手册，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

来，向身边的人普及和宣传结核病防治

知识。

肺结核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呼

吸道传染病，而学校是人群密集场所。

结核病防治知识进校园活动使在校师

生了解了结核病防治的基本知识，倡

导了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 不断提升

全民健康素养。同时，提高广大学生群

体的知晓率， 让大家一起参与结核病

防治工作， 早日实现终止结核病流行

的目标。

有关结核病的这些知识，你知道吗？

结核病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而引起，结核病可发生在全身各个部位，但以

肺结核最为常见，民间也称“痨病”，约占所有结核病的

80%

，是我国重点防控的呼吸道传染病。 因为具

有较强的传染性，故人们对结核病产生了很强的恐惧心理，但其实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只要早期发

现，正规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我们一些来了解一下，有关结核病的这些知识。

身体抵抗力弱更容易患病

肺结核的常见症状是咳嗽、 咳痰， 如果咳

嗽、咳痰持续

2

周以上，还会伴有痰中带血、低

烧、夜间出汗、午后发热、胸痛、疲乏无力、体重

减轻、呼吸困难等症状更应高度怀疑患肺结核，

应立即就医。 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

说话时，会把带有结核菌的飞沫播散到空气中，

周围人群吸入带有结核菌的飞沫即有可能受到

传染。第一次感染结核菌后，通常绝大多数人没

有任何症状，也不会发病。发病主要受感染结核

菌的数量和毒力的大小以及人体抵抗力强弱影

响，结核菌毒力强而身体抵抗力弱则容易患病。

比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疫力低下者、糖尿

病病人、尘肺病人、老年人等都是容易发病的人

群，应每年定期进行结核病检查。与肺结核病人

共同居住，同室工作、学习的人都是肺结核病人

的密切接触者，有可能感染结核菌，应及时到医

院去检查排除。

五步预防肺结核

首先，肺结核病人咳嗽、打喷嚏时，应避让

他人、遮掩口鼻。 其次，肺结核病人不要随地吐

痰， 要将痰液吐在有消毒液的带盖痰盂里；不

方便时可将痰吐在消毒湿纸巾或密封痰袋里。

第三，肺结核病人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

所，如必须去，应当佩戴口罩。 第四，居家治疗

的肺结核病人 ，应尽量与他人分室居住 ，保持

居室通风，佩戴口罩，避免家人被感染。 最后，

肺结核可防可治。 加强营养，提高人体抵抗力，

有助于预防肺结核。

规范治疗 大多可治愈

肺结核病人如果不规范治疗 ，容易产生耐

药肺结核。 病人一旦耐药，治愈率低，治疗费用

高，社会危害大。 对此，中疾控指出，按医生要

求规范治疗 ， 绝大多数肺结核病人都可以治

愈。一般情况下，肺结核治疗全程为

6-8

个月，

耐药肺结核治疗全程为

18-24

个月。 由于肺结

核为慢性传染病 ，治疗周期长 ，需遵医嘱服用

抗结核药物并定期复查。

(

记者 黄珠慧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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