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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严令航 姚文钊 记者

黄珠慧子报道： 为积极推进健康

玉山建设，近日，玉山县计生协组

织以开设健康知识讲座、健康义诊

及入户送健康等形式，让健康知识

宣传走进乡村、社区、企业。

“‘ 三减 ’就是减少盐 、糖 、油

脂摄入……” 在冰溪街道办事处

洋岩村 ，玉山县计生协志愿者们

正专心致志地为村民们讲解“ 三

减三健 ”健康科普知识 ，授课内

容通俗易懂 ，授课老师还积极调

动村民的学习热情 ，与村民们围

绕健康进行互动 ，耐心地解答他

们关注的健康问题 。 授课结束

后 ，志愿者们还为村民们进行了

健康体检 ，根据村民的健康问题

进行“ 一对一 ”健康指导 ，帮助他

们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

的健康意识。“ 今天真是来对了，

老师讲的内容也是我想要了解

的健康知识 ，我学会了很多健康

知识 ，健康是自己的事 ，也要从

自己做起 。 ”家住洋岩村村民王

大妈高兴地说道。

在冰溪街武安山社区，志愿者

通过“ 理论

+

演练 ”的方式为社区

干部及居民进行了心肺复苏急救

培训，让大家掌握了规范的急救手

法和急救要领。同时，为方便群众，

志愿者入户进行健康宣传和健康

义诊，“ 上门式”的健康服务送到了

群众心坎里。 在企业，志愿者们进

行了健康宣传，普及性病、艾滋病

防治知识，预防性病、艾滋病感染

和传播，现场为企业员工发放了避

孕药具。

此次活动授课指导

60

余人，

健康义诊

28

人，发放避孕药具

42

盒，上门健康服务

4

个家庭。 暖心

的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

健康意识，提升了群众健康获得感

和幸福感，为健康玉山建设打下了

坚实的群众基础。

责任编辑：黄珠慧子

电话：

8237576 Email:srrbzt@163.com

2022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二

3

JIANKANG

SHANGRAO

健康

上饶

������

在卫生所和王宣科的家里，

摆放着不少专业医学书籍， 他充

分利用闲暇时间，向书本要知识、

要病方。 平时也会积极参加上级

医院组织的各项业务培训， 坚持

向上级医院的优秀医生、 专家请

教，在业务上力求精益求精。

村民董绍根经过王宣科的治

疗，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他直

夸：“ 王医生技术好，收费低，让我

们看得好病，也看得起病，是我们

李宅村的‘ 医靠’。 ”工作之余，王

宣科还经常针对“ 慢性病、 传染

病、防疫、急救”等方面知识与村

民开展健康宣讲， 进一步提高村

民的健康意识， 引导村民培养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还为患

有糖尿病、 高血压患者每年进行

4

次以上的免费检查。 对行走不

便的患者， 他也会主动上门去服

务。为了帮助村民预防中暑，王宣

科曾连续两年为村民免费提供十

滴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价

值达

1

万余元。

王宣科说：“ 如果需要， 就会

一直干下去。 ”

弋阳县举办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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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国好医生”王宣科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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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村卫生所的大门， 干净整洁让人心理上

感觉到温馨祥和，诊室、药房等配套设施也都基本

齐全。王宣科说起来是这里的所长，其实就他一个

人，早上七点开门晚上十点归家，从早到晚地坚守

着辖区

2000

余人口的生命与健康，无论严寒酷暑

皆是如此。

王宣科父亲当年在村里就是赤脚医生，给村里

人看看头疼脑热，他也是受父亲的影响选择了乡村

医生这个行业。当年，王宣科一毕业就回到村里给父

亲当起了“ 副手”，父亲去世后，他留在这里的想法更

加坚定了。“ 这是父亲对我的嘱托，对我来说意义不

一样。”王宣科自豪地说：“ 辖区

2000

多人，叫什么名

字，家住哪里，有什么病痛与需求，我都了然于胸。 ”

王宣科说，卫生所很热闹，村里人都会经常来看他，

也为他上门服务省去了不少时间。

“ 王医生人真好。 ”

80

多岁的村民倪和凤告诉

记者，自早些年脾裂出血后，她就落下了病根，血

压也不稳定，如今子女不在身边，王宣科就经常打

电话给她问情况，每个月上门“ 家访”也不收费。像

倪和凤这样的留守村民有很多， 大多是老人和孩

子，王宣科告诉记者：“ 我的儿子在上饶卫校学习，

明年就毕业了，到时候他会回来帮我，等我干不动

了，守护村民健康的担子就扛在他身上了，我想这

也是我父亲想看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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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病救人是一项神圣而伟

大的事业，我选择了这个职业，就

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来， 不能有

半点马虎。 ”王宣科是这样说，也

是这样做的。

11

月

12

日，在工作

中，王宣科右脚大拇指不幸骨折，

隔日晚上

10

点多，

80

多岁的王大

爷打电话给王宣科， 说自己腹痛

难忍，王宣科听完症状描述，初步

怀疑是阑尾炎或急性肠胃炎 ，但

由于村里条件有限， 王宣科立即

与德兴市人民医院取得联系 ，并

坚持开车送王大爷前往市里。 待

一切安排妥当回到家已是凌晨 ，

王宣科才为自己的脚进行二次固

定。 妻子不免有些心疼，他却说：

“ 王大爷是独居老人，儿子在德兴

市工作，这大半夜的我不送他，耽

误了治疗可不行， 我自己的伤我

心里有数，你就放心吧！ ”

当年父亲经常教育他， 行医

是吃良心饭， 能帮助别人就帮助

别人，因此在村里，对于一些经济

困难的患者看病， 王宣科也分文

不收。 聋哑人王细冬患有支气管

哮喘病，常年靠药物控制，生活条

件也不好，是村里的低保户。 他每

次吃完了药就会去王宣科的卫生

所看病， 王宣科为他做血压测量

等检查后，就会免费拿药给他。 为

了与王细冬“ 打交道 ”，他还学会

了用手语交流。 在卫生所，村民来

做针灸和拔火罐，他也从不收费。

王宣科总说， 他的针灸和拔火罐

技术是祖传的， 这两项治疗不要

什么本钱，都是“ 举手之劳”。

子承父业

1

薪火相传

提升能力

3

做好服务

情系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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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全国糖尿病流

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18

岁及

以上人群糖尿病患病率为

11.2%

。

总体上，糖尿病在人群中患病率高，

通过施加一定的干预和治疗， 其死

亡率已控制在较低水平。

病 因 分 型

:1

型 糖 尿 病

（

T1DM

） ；

2

型糖尿病 （

T2DM

） ；其

他类型糖尿病（

3

型） ，根据其各自

的发病机制不同又分为

8

个亚型，

依次为

A

—

H

；妊娠糖尿病（

4

型） 。

我国以

T2DM

为主，

T1DM

和其类

型糖尿病较少。

诊断一个人是否患有糖尿病，

需要测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监测

血糖。 如果空腹血糖

>6.1

或者餐后

两小时血糖

>7.8

， 但是没有达到糖

尿病的诊断标准， 这种情况被称为

“ 糖尿病前期”。

高危人群：有糖尿病前期史；年

龄

≥40

岁；体质指数（

BMI

）

≥24kg/

m2

和（ 或）中心型肥胖（ 男性腰围

≥

90cm

，女性腰围

≥85cm

） ；一级亲属

有糖尿病史；缺乏体力活动者；有巨

大儿分娩史或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

的女性； 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史的

女性；有黑棘皮病者；有高血压史，

或正在接受降压治疗者； 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

<0.90 mmol/L

和 （ 或）

三酰甘油

>2.22 mmol/L

， 或正在接

受调脂药治疗者； 有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血管疾病（

ASCVD

）史；有类固

醇类药物使用史； 长期接受抗精神

病药物或抗抑郁症药物治疗。

典型糖尿病症状包括： 烦渴多

饮、多尿、多食、不明原因体重下降；

随机血糖指不考虑上次用餐时间，

一天中任意时间的血糖， 不能用来

诊断空腹血糖受损或糖耐量减低；

空腹状态指至少

8h

没有进食热量。

糖尿病是一种长期慢性疾病，

患者的日常行为和自我管理能力是

影响糖尿病控制状况的关键因素之

一，因此，糖尿病的控制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治疗而是系统的管理。 要科

学对待糖尿病，避免以下误区：

1

，只

运动，不吃药。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

佳的话，必须考虑药物干预；

2

，只进

行治疗， 不进行血糖测量和监测等

系统管理。做到定期血糖监测，可以

优化治疗方案和预防并发症；

3

，不

吃甜食，血糖就不会升。其实没有甜

味的淀粉在消化之后也会变成葡萄

糖；

4

，糖尿病人不能喝牛奶和酸奶。

虽然牛奶里含乳糖， 但其血糖反应

仍然比米饭馒头低得多。 酸奶中的

乳酸有延缓餐后血糖上升的作用，

无糖酸奶更是不错的选择。

5

，忽视

总能量的控制。 一定要根据理想体

重和活动量，计算总能量摄入，制定

保证营养均衡食谱。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健康教育

科学认识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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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县中医院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老年病科、普外科、针灸康复科等

科室的医护人员组成义诊团队，走进湖坊镇和太源畲族乡，免费为村民们提

供常规疾病诊查、测血糖、测血压等项目以及体质辨识、中医辨证、针灸、推

拿等中医项目体验，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记者 黄珠慧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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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苏田珍 记者黄珠慧子

报道：为活跃广大残疾人精神文化

生活， 展示残疾人自尊、 自信、自

立、自强的精神风貌，努力营造残

疾人参加体育健身的良好环境，近

日，弋阳县举办全县第三届残疾人

趣味运动会， 来自全县

17

个乡镇

（ 街道） 代表队和县残联机关残疾

人代表队共

60

余人参加。

运动会设置男子乒乓球单打、

女子乒乓球单打、 男子羽毛球单

打、女子羽毛球单打、男子飞镖、女

子飞镖、 中国象棋七个比赛项目。

比赛中， 参赛选手克服身体障碍、

奋力拼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不

断， 展示了残疾运动员身残志坚、

自强不息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激

烈比拼， 共产生个人一等奖

7

名、

二等奖

13

名、三等奖

19

名。 漆工

镇获得团体总分一等奖， 花亭街

道、 中畈乡获得团体总分二等奖、

南岩街道、桃源街道、弋江镇获得

团体总分三等奖。

残疾人体育是残疾人康复健

身、平等参与社会、实现自身价值

的重要途径，对展示残疾人体育才

华，倡导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

助残疾人具有重要作用。此次活动

促进了残健共融，让残疾人积极投

身于社会活动，享受与健全人同等

的待遇， 从而坚定他们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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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廖青青 记者黄珠慧子

报道：为全面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

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

事件的急救、处置能力，提高师生自

救互助能力，保障校园安全稳定，近

日， 广信区妇幼保健院南丁格尔志

愿服务队联合广信区计生协会前往

应家中学开展急救知识、 技能培训

进校园主题党日活动。

培训采取理论知识讲授和实

践示范相结合的方式。 理论环节，

志愿者通过

PPT

课件对心肺复

苏的概念、 操作步骤等急救知识

进行了生动详细的讲解

,

让师生

们了解急救知识和掌握了面对不

同人群需采用不同的施救方法 。

实操环节， 志愿者利用人体模型

现场示范了心肺复苏的基本步

骤， 手把手教授学生操作要点及

动作规范。“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

我受益匪浅， 学到了非常实用的

急救知识。 ”“ 今后如果遇到有需

要帮助的人，我也有足够的信心，

实施正确的初步救护。 ”活动结束

后，参加培训的师生们纷纷表示，

希望这样的活动多举办几次 ，为

全校师生的安全保驾护航。

此次培训加强全校师生们对

应急救护的了解，提高了师生们的

急救技能水平，培养了师生们面对

紧急突发状况时沉着冷静的心态。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致力

于急救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营造

“ 救”在身边的良好氛围，为全面维

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发挥作用、贡

献力量。

������

本报讯 唐亚婧 记者黄珠慧

子报道：日前，市妇保院积极参与

省妇幼保健院主办的“ 爱婴行动”

产儿科医护人员技能提升培训班，

该院护理部

50

余名医护人员参与

了此次线上培训。

培训主要围绕“ 如何进行母乳

喂养咨询和掌握沟通技巧，学会倾

听产妇的声音”；“ 掌握正确的哺乳

姿势，及时评估乳房状态，帮助产

妇解决乳头凹陷和乳房肿胀”；“ 如

何进行产后母乳喂养支持” 等内

容。 培训中，参会的医护人员与江

西省妇幼保健院开展线上互动，完

成母乳喂养问卷调查表，随后现场

制作新生儿布娃娃及乳房模型。

通过此次培训，该院将加强母

乳喂养培训及母乳喂养咨询指导

人才队伍建设，严格落实《 国际母

乳代用品守则》及《 医疗保健机构

践行十项措施》 ， 帮助每一位母亲

获得及时、有效、满意的母乳喂养

体验，把母乳作为送给每个新生儿

的出生礼物，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急救科普进校园

“干货”满满护健康

市妇保院积极参与

“爱婴行动”技能提升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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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宣科是德兴市李宅乡李宅

村卫生所所长，

1990

年

8

月，王

宣科从德兴卫校毕业就一直在李

宅村行医救人。 他

32

年如一日，

在乡村医生这个平凡的岗位上默

默奉献，凭着崇高的医德、精湛的

医术，守护一方百姓的身体健康，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医生的高

尚医德和爱民情怀。 他先后荣获

2001

年上饶市优秀乡村医生 ，

2022

年一季度助人为乐类“中国

好人”，

2022

年

8

月月度“中国好

医生”等荣誉称号。

健康知识送基层

志愿活动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