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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艾滋病病毒主要攻击人体免疫系统， 而营养是

维持机体健康和正常免疫功能的物质基础。 良好的营养

状况，不仅可以提升艾滋病患者的抵抗力，减少机会性感

染的发生，而且有助于提升药物的疗效。 那么，哪些因素

可以影响艾滋病患者的营养状况？ 应该采取哪些有针对

性的措施加以改善呢？

影响艾滋病患者营养状况的因素

精神心理因素。 由于艾滋病患者对疾病本身或者害

怕歧视等原因，产生恐惧、悲观、绝望等消极情绪，影响其

食欲及消化和吸收功能。

食物摄入不足。艾滋病病人常合并口腔溃疡疼痛、咽

痛等影响进食与食欲，加之高热、胸痛、咳嗽等不适使其

食欲明显降低。

家庭食物单一。一些患者不了解、不重视科学的营养

饮食，营养的摄入量和种类不足。

艾滋病患者营养改善建议

重视自身营养， 制定营养改善计划。 注意食物多样

化，合理膳食，根据自身情况有针对性地改善营养状况，

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注重增加热量、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量。 艾

滋病患者需要的能量比一般人群更高， 要适当增加热量

的摄入，如淀粉类食物、脂肪和蛋白质。 增加蛋白质的摄

入量同时，提高优质蛋白如瘦肉、鸡蛋和牛奶等的比例。

增加足量的矿物及维生素

,

如新鲜蔬菜、水果等。 对食欲

不振者可以适当改变烹饪方式增加食欲， 遵循少量、多

样、均衡的原则，增加进餐次数。

针对病情，有针对性地加强营养。出现一些抗病毒药

物或抗机会性感染药物所引起的食欲下降或者吸收不良等情况，要

及时采取措施，尽量保证营养供应。

保持健康的心态和开朗的心情，争取得到家人和社会的支持，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心理状态， 定期体检。 出现营养不

良、食欲不振等症状时，要及时寻求医生的专业指导。

(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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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工作中， 应巍兢兢业业，

以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认真负责的

工作态度、 良好的职业道德， 树立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 他以“ 奉

人民为上 、 视群众为友 、 与健康同

行” 为核心开展“ 清廉医院” 建设，

深入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增强医

务人员遵纪守法、 依法行医、 廉洁诚

信的服务意识和法治观念， 使得全院

上下廉洁自律蔚然成风。

同时， 他还秉承“ 学习型、 服务

型、 节约型、 创新型、 廉洁型” 五型

医院发展理念， 坚持以学习促发展，

不断加强医务人员素质培养， 规范执

业行为。 通过每周五“ 学习日”， 加

强院内业务培训和对外学术交流， 不

断吸取上级医院医疗技术先进经验，

积极提高专业诊疗水平， 加强医院学

科能力建设。

医者仁心， 大爱无疆。 “ 医务工

作任重而道远 ， 我将继续秉持 ‘ 奉

献、 廉洁、 关爱’ 的宗旨， 切实履行

关爱生命、 维护健康的专业职责， 以

一名医务工作者的无私情怀， 大力弘

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应巍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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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任冰溪街道卫生院院长以来， 应巍

通过开展专家查房、 医师轮训等活动， 提

升卫生院为民服务能力， 并依托医联体平

台全面推行“ 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 急慢

分治、 上下联动” 的分级诊疗模式， 通过

强化基层医疗服务、 促进医疗资源共享、

创新医保支付方式等举措， 全力破解群众

“ 看病难、 看病贵” 等问题。

“ 根据周边百姓的需求 ， 冰溪街道

卫生院与玉山县黄家驷医院 （ 人民医院）

达成了紧密型医联体合作相关框架协

议。” 应巍表示， 医联体机制运行两年多

以来， 大大地方便了周边的群众。 一日，

应巍接到会诊电话 ， 患者郑水发因中饭

时误吸入异物致剧烈呛咳， 咯大量鲜血，

同时胸闷， 呼吸困难。 经过拍片检查后，

考虑患者气管有异物伴出血 ， 随时都可

能有生命危险 。 应巍立即行动了起来 ，

启动医联体快速转诊机制 ， 先与玉山县

黄家驷医院取得联系 ， 报告病情 ， 再请

求会诊并开启绿色通道 ， 同时 ， 他陪同

患者赶往玉山县黄家驷医院 ， 进行支气

管镜下取异物手术。

3

个小时候后， 患者

自己走出了手术室。

这个与时间赛跑的故事， 是医护人员

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是两家医联体单位

“ 无缝衔接” 的成效， 更是应巍全心全意

为患者服务的缩影。

20 位市民荣获上饶首届“健康达人”称号

婺 源 ： “ 网 络 防 沉 迷 ” 讲 座 进 校 园

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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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海燕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为普及

精神卫生相关知识， 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近

日， 德兴市卫健委积极开展“ 世界精神卫生日”

宣传活动， 营造维护和促进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的良好氛围， 共塑健康卫生的心灵。

德兴市卫健系统健康教育团队联合部分医疗

单位医护人员前往该市海口卫生院， 以悬挂宣传

标语、 设立咨询台、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心

理健康知识宣传。 活动现场， 医护人员免费为群

众测血压， 进行心理健康问诊、 健康体检， 认真、

细致地答疑解惑； 从专业角度为群众讲解保持心

理健康的方法和重要性， 引导正确发泄不良情绪，

改善睡眠； 帮助广大群众正确认识精神卫生疾病

及防治知识， 增强心理健康意识。

活动当天， 共发放健康教育折页

5

种

100

余

份、 宣传品

100

余份， 为

100

余名群众提供健康

咨询。 通过此次活动， 使辖区内居民提高了对精

神卫生问题的认识， 促进了精神疾病的早期发现

及早期干预， 进一步增强了维护精神健康从我做

起、 创造关爱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

������

本报讯 裘峥艳 记者黄

珠慧子报道：随着互联网的

普及，孩子对网络的依赖性

越来越强，为引导广大学生

科学认识、正确对待、合理使

用网络，

10

月

18

日下午，婺

源县卫健委邀请婺源县人民

医院的

3

位心理学专家走进

校园，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网

络沉迷专题讲座。

“ 手机是把双刃剑，给生

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

弊端，那么它有哪些危害呢？

我们一起来看下……”活动

中，婺源县人民医院儿科副

主任医师程晓文作了题为

《 远离电子产品 快乐健康成

长》的宣教讲座，婺源县人民

医院三级心理咨询师程满平

围绕如何合理地使用手机进

行了详细阐述。 婺源县人民

医院心理咨询科副主任吴鹏

从预防网络沉迷的自我控

制和家校正确引导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阐述。参加讲座

的同学纷纷表示，讲座内容

贴近现实生活、 生动易懂，

今后会自觉养成良好的学

习、生活习惯，科学合理利用

好网络。

通过此次活动，让学生

们真正认识到相关行为的

危害，使学生自觉树立远离

“ 网瘾”意识，提高利用网络

学习文化知识和加强自我

保护的能力，创建文明健康

的网络风气。婺源县卫健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

续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组织更多有益于未成年人

成长的活动，守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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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史弋贞 记者

黄珠慧子报道：为深入贯彻

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上

饶行动，充分发挥“ 健康达

人”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

全社会广泛参与健康上饶

建设， 自觉践行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凝聚

起促进健康上饶建设的强

大合力，

2022

年

9

月初，健

康上饶建设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启动了上饶首届“ 健康

达人”评选活动。

此次评选活动为期一个

月，采取个人自荐和单位推

荐等方式，经历报名、初选、

审定、评审、公示等环节。 特

别是专家评审会环节，来自

健康知识普及、职业健康保

护、全民健康行动等多部门

的健康上饶专项行动组的七

位专家共同参加了评审选

拔。 各位专家对参选人员的

基本条件、健康素养、自主健

康管理、健康影响力等相关

标准和所录制的视频进行严

格的综合评审。 最终评选出

20

位具有代表性的“ 健康达

人”，由健康上饶建设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为其颁发证书，

并通过媒体对他们健康感悟

及生活方式进行广泛传播推

广。

入选的“ 健康达人”中，

有热爱健身，积极带领身边

群众开展健康运动的运动

“ 达人”；有身患顽疾，自学掌

握艾灸技巧，长年免费服务

周边群众的热敏灸“ 达人”；

有热心公益，

10

余年从事志

愿救援服务的爱心“ 达人”；

有长年扎根基层救死扶伤，

坚持健康宣传教育的天使

“ 达人”。虽然他们的身份、年

龄、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都

身体力行，以积极践行健康

生活方式带动更多人投身健

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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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华珍 记者

黄珠慧子报道：为进一步加

强生物安全管理，提高实验

室生物安全意识和管理水

平， 避免发生生物安全事

件，切实保障每位实验室人

员的实验安全以及人民群

众用血安全，近日，上饶市

中心血站组织开展实验室

生物安全培训考试，血站全

体实验室人员参加。

实验室是采供血过程

的重要环节，实验室的安全

管理是实验工作正常进行

的基本保证。本着顺利做好

血液安全实验、保证每位实

验室人员的实验安全以及

预防实验事故的原则，检验

科副主任蔡县成对全体实

验室人员进行了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的生物危险、实验

技术、 实验活动的类型、气

溶胶 、

BSL-1

和

BSL-2

实

验室的运行规范、生物安全

管理、感染性材料的操作与

防护等有关生物安全技术

操作规程和规范的培训，培

训结束后，全体实验室人员

进行了生物安全考试。

通 过 此 次 培 训 和 考

试， 进一步提高了实验室

人员的生物安全防范意识

和管理能力， 同时血站检

验人员在日常操作过程中

的规范性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 增强了实验人员防职

业暴露意识， 避免安全事

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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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几乎全部家当都在

这个包里，幸亏有你们帮我

把手提包找回来了。 我都不

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在广丰区人民医院党政办公

室，市民周女士紧紧拉住感

染疾病科护士长付小玲的

手， 对她帮忙找回遗失的手

提包表示衷心地感谢。

10

月

11

日，家住黄家

於村的周女士路过医院大

门口核酸采样点，并在旁边

的阶梯上稍作休息停留，离

开时将一个黑色手提包落

在原地。核酸采样点工作人

员马志欣发现后查看了手

提包， 看到里面有大量证

件、 金银首饰和部分现金

等， 在询问周边群众无果

后，马志欣立刻将捡到的手

提包交给了感染疾病科护

士长付小玲，由付小玲转交

至该院党政办公室。他们通

过清点包内的物品，从身份

证上了解到周女士信息后，

便马上与黄家於村村支书

进行联系，由村支书转告并

通知周女士尽快到区人民

医院认领遗失的手提包。当

天傍晚，周女士接到电话后

迅速赶到医院，经过当面核

实清点，由付小玲将手提包

物归原主。

“ 将心比心，我们大家

都觉得应该早点找到失主，

以免人家着急，其实这真的

没什么。 ”面对周女士的感

谢，付小玲表示只是做了应

该做的。该院工作人员所做

的事情看似很小，但其拾金

不昧的行为传递了正能量，

充分展现了医务人员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自

身修养。

治 病 暖 心 的 一 剂 “ 良 药 ”

———记 2022 年度“新时代赣鄱先锋”应巍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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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溪街道卫生院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 充分发挥了社区“ 健康守门人”

的作用， 与三个社区的

310

户居民都签约

了家庭医生。 “ 奶奶， 天冷了， 早上不要

太早去晨练。” “ 您的血压在正常范围 ，

这段时间多注意休息就好了。” “ 您有糖

尿病， 好多东西不能吃， 我给你写在这个

本子上。” 每隔一段时间， 应巍所带领的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就会到社区开展义诊、

健康宣教 、 健康咨询等活动 ， 围绕常见

病、 养生保健、 饮食、 运动、 保健知识等

方面进行详细的宣讲和科普， 受到辖区居

民的一致好评。

签约服务工作要从签约率向注重签约

服务质量方向转变， 才能真正地为社区居

民健康保驾护航， 因此， 上门服务也成为

卫生院医生的工作“ 新常态 ”。 近几年 ，

签约对象若有需求， 应巍都会第一时间赶

到， 为其提供医疗服务。 “ 我们每个月都

会为团队所管理的对象， 提供一次个性化

的健康指导和用药指导。” 应巍表示， 能

够让居民得到长期、 稳定、 专业的健康管

理服务和便捷、 惠民、 安全的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 才是家庭医生签约的初衷。

“应院长，我肚子疼，您看下是怎么回事。 ”“应院长，片子拍好了，我的情

况怎么样？ ”“应院长，上周给我开的药我吃完了，我来复诊。 ”每周三，玉山县

冰溪街道卫生院外科门诊内，总是挤满了前来问诊的患者。

患者们口中的应院长就是玉山县冰溪街道卫生院院长 、 党支部书

记———应巍，他

2019

年至

2021

年连续三年被玉山县卫健委表彰为“优秀卫

生院院长”；

2020

年

5

月，被玉山县科协表彰为“优秀科技工作者”；

2020

年

7

月被中共玉山县委表彰为“全县优秀共产党员”；

2022

年

,

被评为江西省“新时

代赣鄱先锋”。 从医二十余年，应巍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如一剂治病暖心的“良药”，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1

当好社区“健康守门人”

“医”心守护

2

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医”以贯之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3

“医”心向党

应巍（左一）

拾 金 不 昧 暖 人 心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健康教育

德兴：营造良好环境 共助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