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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脑卒中防治知

识知晓率、识别能力，有效预防和

控制脑卒中高危因素

,

近日，广丰

区人民医院组织卒中中心团队在

月兔广场开展了以“ 识别卒中早

一秒，挽救大脑恢复好”为主题的

大型义诊暨健康科普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 医务人员们为前

来咨询的市民提供了热情、 细致

的服务， 一边给现场的群众免费

测量血压血糖， 发放脑卒中防治

科普宣传彩页等， 宣讲卒中预防

及识别相关知识， 与他们交流健

康生活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边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当地群众讲

解脑卒中发生的病因、临床表现、

防治手段等健康知识， 为他们答

疑解惑， 给出了专业的预防及康

复建议。“ 老人家，您的血压、血糖

都有点偏高， 以后要定期测量血

压、血糖、血脂，除了吃药来控制

外， 更要保持清淡饮食、 适量运

动 ， 尽可能地预防脑卒中的发

生。”该院急诊科副主任管洪兵提

醒，“ 早识别、早救治”是挽救卒中

患者的关键， 一旦突然出现口眼

歪斜、言语不利、一侧肢体无力或

不灵活等症状， 要立刻拨打

120

到有能力救治的医院就诊， 抓住

卒中救治

3

—

6

小时黄金时间窗，

千万不要抱有休息一下、 躺一下

或者睡一觉就好的侥幸心理。

活动当日共接待群众

200

余

人， 发放各类宣传彩页

400

余份。

此次活动通过现场指导和宣教，向

公众普及正确的脑卒中防治知识，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合理营养、健

康饮食，切实提高了群众对脑卒中

识别与预防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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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苏田珍 记者黄珠慧

子报道：为弘扬中华民族“ 尊老、

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营造“ 养

老、孝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11

月

2

日， 弋阳县红十字会与中医院

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联合开展的

义诊活动在朱坑镇敬老院举行。

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为所有

在院老人进行量血压、 测血糖等

义诊活动，耐心解答老人提问；为

部分长期服药的老人进行用药指

导；认真、专业地评估老人的身体

健康情况， 针对老人年老体弱容

易患病的特点， 进行了合理健康

的生活指导。同时，志愿者们还为

老人们提供了拨罐、艾灸、按摩等

适宜的中医治疗。活动最后，志愿

者们还手把手教老人们做“ 十巧

手”保健操，老人们纷纷表示：“ 学

会了手指操后， 自己可以天天在

院里练，强身健体。 ”

此次活动秉承南丁格尔救

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

展现了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和

精湛的技术服务，让老人们充分

感受到社会的关爱，赢得了老人

们的点赞和感谢。 该院今后将不

断开展此类义诊宣传活动，充分

发挥中医院的医疗优势，为群众

办实事 ，守护群众的健康 ，不断

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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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卫健系统宣传

人员的整体素质， 进一步完善大

卫生 、 大健康 、 大宣传工作格

局， 提升卫生健康系统宣传工作

队伍的能力水平 ，

11

月

4

日 ，

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新闻宣传和媒

介素养培训班在华都臻悦大酒店

举办。 各县 （ 市、 区） 、 三清山

风景名胜区卫生健康委、 上饶经

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宣传工

作分管领导、 宣传科长 （ 股长） 、

宣传干事及计生协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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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余人参加

培训。

培训会上 ， 上饶日报社两

位记者分别以 《 让正能量成为

大流量》 《 历练四个力 写出好

新闻》 为题 ， 通过

PPT

的形式

将新闻图片与短视频拍摄 、 制

作及传播 ， 作了生动形象地阐

述 。 并 结 合 自 身 经 历 ， 从 脚

力 、 眼 力 、 脑 力 、 笔 力 四 个

“ 力 ” 讲 述 了 好 新 闻 的 由 来 ，

同时 ， 归纳总结了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提出的卫健宣传要点 ，

让学员们对新时代下的新闻宣

传工作有了新思路 ， 深受学员

的欢迎。

卫生健康宣传工作是推进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 实现“ 健康上

饶” 目标的重要保障。 市卫健委

二级调研员程东强调， 各地各单

位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卫生健康宣

传工作， 要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

宣传工作有序、 高效、 高质量开

展； 要强化创新实践， 把握现代

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

律， 在理念、 内容、 形式、 机制

上创新， 鲜明有力地传播卫健好

声音； 要突出考核调度， 将宣传

工作纳入年终综合考评中， 作为

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要以更加

昂扬的姿态， 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务实的作风， 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上饶卫生健康

实践。

我市举办卫健系统新闻宣传媒介培训班

警惕 “卒 ”不及防的 “杀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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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每

12

秒就有一人发生脑卒中， 每

21

秒

就有一人被它夺去生命， 脑卒中已成为威胁我国国民

生命健康的“ 头号杀手”。

如何快速识别脑卒中？ 脑卒中就是大众通常所说

的“ 脑中风”， 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 “ 中风

120

”

口诀是一种适用于大众的快速识别脑卒中和即刻行动

的方法： 看脸是否对称， 有无口角歪斜； 查

2

只胳

膊， 是否出现单侧无力， 不能抬； 聆听语言， 讲话是

否清晰、 明白。 如果出现以上突发症状， 请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脑卒中分为两类， 一类是出血性卒中， 也就是我

们通常所说的“ 脑出血”； 另一类是缺血性卒中， 即

我们通常所说的“ 脑梗死”， 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颅

内血管闭塞或血凝块堵塞血管导致的脑部血液循环供

应障碍， 从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 缺血性卒

中的病因分型中较常见的一种类型为心源性卒中， 研

究显示每

5

例缺血性卒中有

1

例是心源性卒中， 每

5

例不明原因卒中有

2

例可能是心源性卒中， 心源性卒

中多存在明确的心脏疾病或危险因素， 其中由心房颤

动所致者约占

70%

， 心房颤动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

常， 心房无规则的颤动， 血液在心房内不停地产生漩

涡， 从而为血栓形成提供了条件， 如果形成的血栓脱

落， 很有可能会随着血液流入大脑， 导致脑部的局部

血管堵塞出现缺血， 引发卒中。

尽管脑卒中来势汹汹， 但及时发现脑卒中的早期

症状， 关注心房颤动， 脑卒中并非“ 卒” 不及防。

（记者黄珠慧子整理）

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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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裘峥艳 记者黄珠慧

子报道：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

污水消毒管理工作， 防止传染病

发生及流行，近日，婺源县卫监局

对辖区医疗机构医疗污水处理工

艺流程及运行情况、 污水消毒自

检

(PH

值、余氯

)

等进行专项监督

检查。

此次专项监督检查通过查阅

资料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重点对医疗废物管理制度的建立

和医疗废物分类收集、 运输、暂

存、转运联单制度执行情况、医疗

废水处理系统运行情况及日常监

测记录等各环节进行全方位的检

查。针对医疗废物临时存放时限、

自测采样操作、 污水余氯监测等

环节存在的不足， 卫生监督员现

场提出了整改意见。

专项检查共检查了辖区内

12

家医疗卫生机构，下达卫生监

督意见书

9

份。

婺源县卫监局

开展医疗机构污水监督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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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华珍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 近日 ，

前往献血屋办理献血档案合并的市民涂先生由于

书写潦草导致献血档案错误， 正当他发愁时， 工

作人员告知缺失的献血材料符合容缺办理事项 ，

只要签订 《 容缺受理承诺书》 ， 并交予身份证复

印件， 就可如期进行办理。

“ 容缺受理 ” 制度是指对献血者到市中心

血站 （ 包括献血点

/

用血报销处） 办理无偿献血

相关事宜 ， 提供的相关资料不齐全但不影响实

质性办理的 ， 经办理人申请并填写 《 容缺受理

承诺书》 或者 《 江西省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血减

免承诺书》 承诺事件以及资料属实后 ， 可以直

接为其受理相关业务的一项便民服务举措 。

自

2020

年

6

月以来 ， 市中心血站结合无偿

献血工作实际推出了“ 容缺受理” 制度， 切实解

决了无偿献血者 “ 急难愁盼 ” 等问题 。 截至目

前 ， 全市已有

172

名献血者享受了 “ 容缺受理 ”

服务带来的便利， 获得了献血者和用血者的一致

肯定和好评。

“容缺受理 ”制度让献血者少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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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为创造舒适的就诊条件， 帮助孕产

妇开心快乐度过孕期、 安全舒适度过分娩期、 卫生健康度过产褥期，

近日，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新建的产科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新增多种先

进医疗设备， 进一步满足全市广大女性市民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服务

需求。

妇产大楼地上共

10

层， 涵盖乳腺门诊、 产科门诊、 孕检门诊、

孕妇学校、 产科病区、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等。 楼内宽敞明亮， 环境

安静舒适， 装修布置人性化、 个体化， 新增设了家庭式一体化分娩病

房、 产科重症监护病区、 分娩中心等特色病区。

窗明几净、 整齐划一、 功能齐全， 是产科病区呈现出的新形象。

该病区分为普通病区、

VIP

病区、

LDRP

病区， 其中

VIP

病区设有套

房、 大单间、 小单间三种房型， 套房大气舒适， 客厅与母婴休息室既

相连又相对独立， 在满足母婴休养需求的同时， 使家人在陪伴时更舒

适； 大单间温馨舒适， 色彩清新且光线柔和， 细节之处都体现出对产

妇的关爱； 小单间干净整洁，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市民桑女士是一名

二胎孕妈， 是产科的“ 老熟人”， 她打趣地说道： “ 一胎就在这家医

院生的， 当时还是老院址， 搬了新院后条件越来越好了， 现在新的产

科大楼设施更齐全了， 今天做完产检特地上来看一下， 先‘ 预约’ 个

病房。”

“ 为满足市民多元化的就诊需求， 妇产大楼内设立了全市首家

‘

LDRP

产科一体化病房’， 让产妇从待产、 分娩到产后康复、 新生儿

监护在‘ 一体化产科病房’ 里全部完成， 同时家人也可以全程陪伴，

让孕产妇可以在最佳环境中得到休养康复。” 妇产大科护士长郑慧告

诉记者， 产妇临产时， 病房配备的多功能产床可变成功能齐全的分娩

床， 适应各种分娩体位， 生产后又可调节变回舒适的睡床， 从而避免

了产妇从病房到产房、 产房到病房之间来回奔波。 据了解， 这个有特

色的病房是该院在全市率先开展的集产前待产、 产时分娩、 产后康

复、 新生儿护理为一体的分娩病房。 市民陈女士刚刚在此分娩了一名

7

斤半的胖娃娃， 她直感叹： “ 卧室区秒变分娩室， 病床秒变分娩

床， 产科医生、 助产士、 新生儿科医生、 麻醉医生迅速入驻， 让我感

觉像在家中分娩一样。”

与此同时， 新大楼的分娩室将产科手术室和家庭化产房合二为

一， 最大程度保护孕妇隐私， 最快速度中转手术， 最高质量保证安

全。 产科主任余美红介绍道： “ 在家庭化产房， 有家属的精神鼓励，

导乐师的生活照顾， 医护人员的专业处理， 麻醉的镇痛治疗， 四管齐

下， 极大地提高了产妇的分娩信心和阴道分娩率， 有效降低剖宫产

率。 特别是当分娩过程突遇异常， 可随时不出产房转手术室， 最大程

度保障了母婴安全。”

妇产大楼

8

楼是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作为全市唯一一家产科重

症监护室， 该院设立多学科危重症孕产妇救治小组， 负责危重症孕产

妇的救治。 配备高年资医护团队， 具备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临床

救治能力， 熟练掌握妊娠、 分娩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识别及处理。 监护

室内配备多功能电动病床、 气垫床、 双边吊塔、 注射及输液泵、 加温

毯、 宫腔球囊、 血气分析仪、 除颤仪、 无创及有创呼吸机等设备， 并

配备危重症中心监护系统。

该院副院长吴静说： “ 我院产科通过近

6

年的高质量发展， 分娩

量稳居全市第一并不断创造历史新高， 自开院来无一例孕产妇死亡。

未来医院将一如既往， 尽最大努力为孕产妇提供舒适分娩环境， 尽全

力保障母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