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4

日， 上饶市卫健委组

织上饶市人民医院、 上饶市第三

人民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医护人

员， 前往余干县黄金埠镇塘村开

展 “迎新春走基层 进乡村送健

康”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

员为基层群众免费检查身体，发

放药品和健康包， 指导正确用药

方法， 并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

上门义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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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动起来 强身益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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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随访常态化

“ 潘哥最近怎么样？还在写日记吗？”

2

月

1

日上午，

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组织医护人员与北京云家心理专

家团队一同走进患者潘先生的家中， 专家与患者及其

家属进行了交谈，详细询问潘先生目前的精神状态、用

药情况及遇到的困难， 并嘱咐其监护人要做好他的服

药工作， 注意其健康状况， 勉励潘先生要树立康复信

心，战胜生活困难，鼓励他好好配合医生治疗，按时服

药，争取早日康复。

随后，心理专家团队前往

8

岁患者乐乐家中慰问，

并送去爱心防疫包及生活用品。 乐乐

2018

年

10

月入

院治疗，起初无语言交流，目光呆滞，偶有暴力倾向，经

过治疗后，现在已基本康复。 看着专家团队到来，乐乐

母亲毛女士高兴地说：“ 真的特别感谢医院的医护人

员，一直和我们家属保持联系，没想到春节还来看望我

们，让我们倍感温馨。 ”

据悉，为有效跟踪患者治疗效果，确保患者康复，

医院每年会为患者提供一次免费体检， 并不定时开展

至少

4

次随访工作， 入户了解他们目前的病情和生活

状况，目前医院跟踪管理

923

名精神病患者。 该院党总

支书记牛智政说：“ 医院此次以‘ 迎新春走基层进乡村

送健康’主题义诊活动为契机，扩展对基层群众的心理

健康服务项目，特别是重点人群，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

和用药指导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心理健康，助力全

民心理健康水平提升。 ”

专家请到家门口

2

月

1

日至

2

月

4

日，医院邀请到全国妇联驻最高

人民法院心理专家、北京市

12345

未成年人心理热线专

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苏水琴专家团队到院开展为期

三天的《 儿童青少年心理技术及基础应用》讲座及心理

咨询服务。 与此同时，这三天医院开放专家门诊，让百余

名群众在“ 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

“ 医院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上海东方医院等多家大型

专业医疗机构达成合作协议，接下来会不定时邀请专家

来开展业务培训和心理咨询服务。 ”该院院长齐伟表示，

一方面，通过专家讲座可以提升该院医护人员的心理治

疗水平，提高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可以满足患者的就诊

需求，实实在在为特殊群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在精神与心理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 除了解

决治疗的问题，该院将“ 关口”前移，在早期识别及预防

中发挥作用，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恢复。 医

院先后与东市街道金龙岗社区、北门街道民主社区、长

塘社区等多个社区， 建立社区和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

协作机制。 齐伟如是说：“ 医院派驻有丰富临床经验的

专家进驻社区， 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促进等工作，加大抑郁症、老年痴呆症等疾病

的筛查防治工作力度。 ”

近年来，该院在救治过程中不断汲取经验，立足公

立医院功能定位，弘扬“ 善”与“ 道”，以疗效为抓手，丰

富治疗手段，提升治疗能力，拓宽服务范围，提高服务

水平，并借助信息化系统提升改造，打造智慧医疗、掌

上医院，努力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全力满足社会各类人

群全生命周期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本报讯 苏田珍 记者黄珠

慧子报道：为提高葛溪乡医疗服

务质量和业务效益，进一步加强

卫生院标准化建设，满足人民群

众就医需求，近日，弋阳县葛溪

乡卫生院新门诊（ 住院）综合大

楼正式投入使用，让辖区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医

疗服务。

葛溪乡卫生院新门诊 （ 住

院） 综合大楼位于葛溪乡葛岗

街

15

号，总投资

1000

万元，建

筑面积达

3000

平方米。 综合大

楼高

4

层，一层为门诊大厅，二

层为中医科、 妇幼保健及其他

辅助科室，三层为普通病房，四

层为手术室及行政办公区 ，内

部配套设施齐全，共设置

60

张

病床。“ 葛溪乡卫生院全院干部

职工将以新门诊住院综合楼投

入使用为契机，以更优的服务、

专业的医疗技术水平、 便捷的

就医流程、 舒适的就医环境为

基层群众的健康提供更好的服

务。 ”葛溪乡卫生院院长吴正和

表示 ，新门诊（ 住院） 大楼启用

后， 该院还将继续加强医务人

员队伍建设， 持续提升医院医

疗技术水平， 为辖区居民的身

体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 张文芳 记者黄珠

慧子报道： 一面面鲜红的锦旗，

一声声发自内心的感激，凝聚着

患者对医院的认可、信赖。近日，

德兴市人民医院内科收到了患

者及家属送来的

2

面锦旗。

其中一面写有“ 心肺复苏救

回父亲生命 专业精神令我全家

感动”锦旗的故事，得从

2022

年

12

月

27

日说起 ， 那天下午

5

点，张崇龙接到了从曜阳老年公

寓打来的电话：“ 喂， 是张医生

吗？ 我是曜阳老年公寓的负责

人，我这里有个病人情况非常危

急， 还请您尽快来帮忙会诊一

下！ ”挂了电话的张崇龙第一时

间赶往曜阳爱心老年公寓。到达

现场后，张崇龙发现患者付大爷

面色苍白、嘴唇发绀、口吐白沫、

神志不清， 测自主呼吸消失，颈

动脉搏动消失，心音消失，判断

患者心脏骤停、呼吸衰竭、心力

衰竭，他立即给付大爷进行心肺

复苏， 经过

20

分钟的胸外按压

和一系列抢救措施，终于将付大

爷从死亡线上拉回。待付大爷生

命体征平稳后，张崇龙陪同护送

至医院重症监护室。

据了解 ， 患者付大爷

82

岁，既往有高血压、慢阻肺合并

肺心病史， 感染新冠病毒后高

烧至

39℃

，出现心脏骤停、呼吸

衰竭、心力衰竭等病危症状。 在

重症监护室治疗时， 医护人员

给予其严密监测和对症治疗 ，

一周后， 付大爷转至呼吸内科

普通病房进行后续治疗， 三天

后康复出院。

2

月

1

日上午，内四科患者

宋某家属特送来一面写有“ 新冠

无情白衣有爱 天使护佑民安国

泰”的锦旗，感谢内四科护理团

队。该患者

74

岁，因感染新冠病

毒导致重症肺炎， 合并真菌、细

菌感染，白肺程度

90%

，在外地

医院

ICU

治疗效果不佳， 病情

危重， 被告知存活率仅有

5%

，

家属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选择回

到该院抢救治疗做最后的努力。

在内四科护理团队的通力协作

下，患者在入院

4

天后病情有了

大幅好转， 于

1

月

31

日康复出

院。 家属们深知，从命悬一线到

转危为安，离不开医护人员的精

心治疗与照顾，便有了送锦旗这

一幕温馨的场景。

本报讯 蔡莹 记者黄珠慧

子报道：近日，上饶市皮肤病防

治所、信州区疾控中心组织工作

人员深入到信州区秦峰镇、朝阳

镇看望慰问麻风病患者。

1

月

29

日是第

70

届 “ 世

界防治麻风病日 ” 暨第

36

届

“ 中国麻风节”。 今年中国麻风

节的主题是 “ 弘扬时代精神 ，

消除麻风危害 ”。 在此次麻风

慰问活动中 ，慰问组每到一户

患者家中 ，都会与麻风病患者

亲切交谈 ，仔细询问他们的日

常生活和起居 ，详细了解他们

的身体状况和困难 ，叮嘱他们

保重身体 、安心生活 ，并给他

们送上了慰问金 、床上用品四

件套、牛奶等慰问物资。 同时，

工作人员向患者及其家人现场

讲解麻风病的防治及护理知

识， 提高了麻风患者对自身的

保护能力。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

社会对麻风科学防治的关注，也

为消除社会歧视、共享和谐文明

生活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本报讯 唐亚婧 记者黄珠

慧子报道： 为更好地服务居民，

提高群众健康水平。

2

月

1

日，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专家团队前

往沙溪镇开展义诊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上饶市妇幼保健

院产科、围产保健科、儿科、麻醉

科、急诊科的专家为前来咨询的

群众开展把脉问诊， 测量血压、

血氧，咨询等服务。 医生为居民

诊断病情和用药指导，耐心讲解

新冠阳康后的注意事项及孕产、

儿童生长发育、妇科疾病的相关

知识，为他们答疑解惑。随后，专

家团队巡诊至困难户、留守妇女

儿童家中送温暖，并收集群众就

医、购药等便民建议，为行动不

便的居民进行义诊，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他们普及健康知识，并

免费发放健康教育手册、 口罩、

叶酸片、消毒片、毛巾等物品，得

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活动当天，专家团成员还现

场开展了一堂健康讲座，吸引了

不少居民，在场人员都表示非常

实用。此次义诊活动惠及当地居

民近百人。 下一步，上饶市妇幼

保健院将不断发挥专业优势，组

建专业医疗团队，加大为民服务

的力度， 继续为居民提供多样

化、贴心优质的服务，真正将为

民、便民、利民举措落到实处，从

细微之处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葛溪乡卫生院

硬件设施升级 方便群众就医

关爱麻风病患者 走访慰问显真情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义诊服务活动

精心治疗暖人心 患者致谢送锦旗

适当运动是恢复状态的良方

,

一年之计在于

春，运动起来，给全年的好身体开个头。

五步让身体习惯运动

化整为零：即便没有整段锻炼时间，分段的零

星运动也能让身体获益。 比如以步行代替驾车、饭

后小区散步等。

定时起身：久坐的人，建议每坐

30

分钟就起身

活动一次。 可以设定闹钟，提醒自己。

选择感兴趣的： 不用纠结哪种运动最有效、最

流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可以尝试，慢慢练习并

形成习惯。

结伴活动：借助“ 朋友圈打卡”给自己运动压

力，和朋友结伴运动，增加趣味性。

目标小一点： 不要追求立竿见影的运动效果，

初学者从少量身体活动开始，逐渐增加频率、强度

和持续时间；体力不太好的人不要轻易尝试高强度

运动。

适合春天的四种运动

走路：走路是最安全、最简便、最经济的有氧

代谢运动 。 体质较好的中老年人和年轻人适合

快步走 ， 时速在

5

—

6

公里 ， 每分钟约行走

120

步左右 ，坚持快走锻炼能提高人体的心肺机能 ，

降低体脂率 ，减少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

压等慢性病发生的几率 。 体质较弱的老年人宜

选择缓步散步 ， 每分钟约

80

步 、 时速

2

—

3

公

里 ，可帮助稳定情绪 ，消除疲劳 ，亦有健胃助消

化的作用。

骑行：骑自行车是典型的有氧运动，可以增强

心肺功能，还能使身材匀称。对于预防心脏病、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生有明显作用。 骑行运动时

间可以控制在

20

—

40

分钟左右，如果运动强度低，

可以适当延长，但不推荐运动时间过长，防止引起

疲劳性损伤。

伸展：整个寒冷的冬天，人的身体仿佛都是蜷

缩着的，春天最适合做的就是伸展运动，以唤醒身

体。年轻人最好做瑜伽，老人可以练练气功。推荐一

个拉伸动作“ 爬墙”。 面对墙壁站立，用双手或单手

沿墙壁缓缓向上爬摸，尽量拉伸整个身体后再缓缓

退下，回到原处，反复进行。

慢跑：慢跑的健身功效比任何高强度锻炼都更

好。慢跑还可增加摄氧量、降低高血压、摆脱身体赘

肉、改善心脏功能。

(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聚焦“一老一小” 托起“朝夕美好”

———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侧记

老年人和儿童青少年是精神心理疾病的

高发人群，他们对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需

求不断增加，为守护好“一老一小”的精神心理

健康，近年来，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抓技术、抓

质量、抓疗效，在稳步提升医疗水平的同时，通

过开展上门随访、基层义诊、健康讲座等活动

走近重点人群，实实在在提升特殊群体的就医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文

/

图

“医 ”心为民

医护人员上门随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