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胡 萍
视觉编辑 夏大金
邮箱 qnrb999@163.com2021年11月12日 星期五

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 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本报讯 近日，荔波县卫健执法大队对辖区医疗机构、
公共场所、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等开展秋冬季疫情防控常
态化专项监督检查，督促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坚决堵住
疫情防控漏洞，消除疫情防控薄弱环节。

荔波县卫健执法大队对医疗机构预检分诊制度和首诊
负责制的落实、发热门诊的管理、核酸采集点人员防护及消
毒管理情况、医疗废物处置情况等进行督查，要求医疗机构
提高站位，增强风险意识，充分认识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严峻性和重要性，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把疫情防控工作抓
细抓实，发挥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该大队对宾馆、超市、美容美发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检
查，要求各经营单位人员聚集、高频率使用等重点区域要加
大消毒频次，公共用品用具实行“一客一换一消毒”，保洁用
具做到专区专用、专物专用，避免交叉污染。

荔波县卫健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查看学校及托幼机构疫
情防控管理制度、消毒制度以及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等落
实情况，并对校园环境、教室、饮用水安全等进行卫生检
查。督促餐饮具消毒配送中心、水厂、矿山企业等单位积极
履行主体责任，关注职工健康状况，加强体温检测，推动各
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卫生监督
意见书，责令限期整改，并对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柏琳）

荔波县强化秋冬季
疫情防控常态化专项监督检查

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人民医院正式启用“黔康码”，实
现了医疗健康服务“一码通行”，更好地发挥了“互联网+医
疗健康”便民惠民作用。

为推广应用黔康码，都匀市人民医院组建工作专班，推
进院内“一码通”升级改造、数据接口对接、调试测试等工作，
全面落实扫描“黔康码”进行身份识别确认、授权等操作，持
续推动以“黔康码”替代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卡。

全面推广应用“黔康码”实名制就医，解决了医疗机构
“多卡并存、互不通用”的问题。患者就医下载“黔康码”，就

能在手机上实施挂号、缴费、取药，并逐步实现领取报告、办
理入院、出院结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医疗机构之间信
息互通等服务，实现看病就医“一码通行”，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最大限度地节约患者就诊时间，提高就诊效率，
改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满意度。

针对老年人、儿童等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医院
合理保留了线下人工服务，可采用身份证就医或在人工服务
窗口和自助机上申领、打印黔康码（静态二维码），切实解决
智能技术应用障碍。 （都医）

都匀市人民医院启用黔康码
让群众看病就医“一码通行”

江灼成是广州市白云区对口帮扶罗甸县队伍中的一员，
自今年4月份到罗甸开展医疗帮扶以来，挂职任罗甸县人民
医院副院长，代管外一科临床工作，用过硬技术和人文情怀，
为患者减轻痛苦，攻克技术难关，助推罗甸医疗事业迈上新
台阶。

架设沟通“彩虹桥”铺就患者幸福路
江灼成从小立志当一名医生，2002年从广州医科大学临

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就职于广州市白云区第二人民医院，近20
年的临床实践让江灼成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技术，
立志用医学知识帮助患者减轻痛苦。

2021年，广州市白云区第二人民医院与罗甸县结成帮扶
单位，于是，江灼成主动请缨，来到罗甸开展医疗帮扶。

江灼成在救治病人过程中不仅认真负责，尽心尽力，还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让罗甸人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
疗服务，同时积极整合资源，利用白云区医疗优势为罗甸患
者把脉问诊。 2021年6月8日，罗甸县外一科收治一例车祸

危重病人，腹腔内多脏器损伤出血，血压持续性下降，生命垂
危。检查后，为了尽快明确手术方向及方案，江灼成立即将
病人情况及资料发送到白云区第二人民医院团队和泌尿科
专家团队，很快就收到明确的手术方案及指导，为患者抢出
了一条生命通道，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幸福。

做好“传帮带”打造专属医疗队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江灼成希望在帮扶期间能够

实实在在地为罗甸的老百姓做点“实事”，把自己的医疗技术
和医疗资源留在罗甸，让罗甸医疗不仅在“硬件”上与广州同
质，在医疗技术等“软件”上也要与广州同步。于是，江灼成
不仅兢兢业业做好医疗服务，还不断做好“传帮带”工作，巩
固医务人员技能，打造专属罗甸的医疗队伍，将罗甸作为自
己帮扶的“责任田”，在这片土地上播撒医疗希望。

如何做好“传帮带”？讲理论、搞实操、手把手教学……
江灼成除了每周一至周五早上固定时间在住院部门诊，

同时还负责院内各个科室涉及泌尿系统疾病的会诊、手术以
外，还根据病房和门诊需求确定查房、门诊、授课等工作。

“9月份我参加了重大、疑难病例、三级以上手术术前讨
论 9例，培训 50人次，手术带教 30人次。”江灼成说，医生这
个工作开不得半点玩笑，只有过硬的技术，才能守护好患者
安康。自他到罗甸开展帮扶工作以来，亲自或带队参与的泌
尿系结石相关手术达140台次，培训260余人次，“传帮带”培
训130余人次。

此外，江灼成还持续完善远程医疗教学体系，利用互联
网、手机等平台，多次开展远程会诊、远程教学活动，提供远
程医疗教学服务，并带动科室成员利用碎片时间形成学习的
好习惯。

“广州市白云区的医疗行业，具有丰富的‘走出来、送出
去’的人才培养经验，努力推动广州白云经验在贵州生根落
地，为罗甸人民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诊疗团队，是我们的愿
景和期待。”江灼成说道。

握紧支医“接力棒”谱写帮扶新篇章
——记广州市白云区第二人民医院帮扶罗甸医疗专家江灼成

计秘密 罗阳 杨姝妮

维生素，单从字面意思来解析，它就是：维持生命的营
养素。在人体所需的营养素中，维生素仅占很小的比例，这
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东西，却是促进生长发育和调节机体新
陈代谢的重要物质，对维护人体健康有着巨大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身体所需有七大营养素，即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纤维、水，其中，分为宏量营
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当宏量营养素缺乏时，我们能立刻知
道 ，例如，缺少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我们会感觉到
饿，缺水，会渴，缺纤维，会便秘，但矿物质和维生素的缺乏
就不会有所感觉，也许十年，十五年，或更长时间，你突然有
一天发现自己精力不够，身体不适，医院又查不出问题时，
这就是我们缺了维生素和矿物质所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隐形饥饿。

所有的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人，也不例外，而细胞
又是由这八大营养素构成。由此，我们说，营养，就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生命原材料。在人体所需的众多营养素中，维

生素在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方面的效果显著，它通过参与人
体物质与能量代谢，调节生理与生化过程，从而维持人体正
常的生理活动，有“生命催化剂”的美誉。

所以说是小元素，大养生。
维生素又叫维它命，是生物体代谢所必须的一类低分

子有机化合物。在人体含量很少，但生理作用很大，绝对不
能缺少，一旦缺乏某种维生素，身体必有对应的临床表现。

维生素分脂溶性和水溶性维生素两种类型，脂溶性维
生素有：A、D、E、K。水溶性维生素有：C和B族。

脂溶性维生素可以储存于肝脏中，缺乏症状较缓慢，摄
入过多可引起中毒。水溶性维生素不能大量储存，缺乏症
状出现快，每天必需摄入足够的需要量。多摄入可通过尿
液排出体外，一般对身体无毒性。

维生素主要以辅酶的形式参与酶的功能，在调节人体
广泛的物质代谢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
说？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无数微小的活细胞所组成的，这

些细胞不断生长、坏死及再生、更新，在这个过程中，人体需
要良好的营养才能维持重要的新陈代谢作用——成长、修
补、及重生。无论您是需要减肥、改善皮肤、要强壮身体、
或精力充沛，您的机体细胞均需要获得全面均衡的营养才
能达到这些效果，而营养失衡就会带来健康隐患。

水溶性维生素：因其可溶于水的特性而得名，但它不易
储存体内，易遭水、光、热、氧气破坏，所以我们在储存或清
洗的过程中，要注意它的特性（例如：洗好了再切），以便更
好的保存，减少维生素流失。

脂溶性维生素：可溶于油脂和大多数有机溶剂中，不溶
于水，较不易受光、热、氧气破坏，它包括：VA、VD、VK、VE
四种，它主要存在于肝脏中，代谢后通过粪便排出，不过这
些维生素代谢极慢，超过剂量食用，还会产生毒性。所以我
们要通过学习，让它们更好的为我们身体服务。

维生素和矿物质，是人体必需的元素。除少部分（维生
素B族、维生素K）在肠道细菌作用下有一定合成，或增加
晒太阳可以促进皮肤合成维生素D以外，其他基本无法自
身合成产生，必须通过每天的饮食获得。

（作者系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维生素那点事儿（一）
郭志元

本报讯 平塘县妇幼保健院立足“五个到位”，全面开展“两
癌”筛查工作，为女性健康保驾护航。

组织到位，让“两癌”筛查工作“更系统”。平塘县妇幼保健
院高度重视“两癌”筛查工作，成立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和责任，
抓好各项工作的推进和落实。今年以来共召开专题会 2次，对
全县“两癌”筛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组长带头深入各镇（乡、街
道）开展“两癌”筛查指导工作10次，为“两癌”筛查“问诊把脉”，
消除工作上的痛点和堵点。

指导到位，让“两癌”筛查工作“更灵活”。为提高“两癌”业
务和流程规范等，县妇幼保健院先后分组分批深入镇（乡、街道）
开展指导工作共计 17次，详细了解“两癌”筛查的每个环节，每
个要点等进行系统指导，集中开展业务培训会3次，让专业人更
专业、更好服务群众，让群众更满意，共同完成我县妇女“两癌”
筛查工作任务。

宣传到位，让“两癌”筛查工作“更普及”。通过平塘县妇幼
保健院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朋友圈等，以及公益健康讲座、定点
宣传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广泛宣传普及“两癌”检查优惠政策、
检查内容、“两癌”临床表现症状及防治等相关知识，进一步扩大

“两癌”检查项目覆盖面、提高社会知晓率。
筛查到位，让“两癌”筛查工作“更具体”。以早诊断、早发

现、早预防、早治疗为目标，进行系统的筛查检查。通过先进的
仪器和专业团队，进行妇科检查、宫颈液基薄层细胞检查、乳腺
临床检查、乳腺彩色B超检查等项目逐项筛查检查。到目前，乳
腺癌筛查共2891人，筛查可疑阳性乳腺癌115人，宫颈癌筛查共
7015余人，筛查可疑阳性宫颈癌248人，并及时对可疑阳性乳腺
癌和宫颈癌对象进行点对点指导和定期走访。

随访到位，让“两癌”筛查工作“更深入”。建立健全工
作档案，密切关注受检妇女患病情况。对筛查出的可疑阳性
363名对象，安排专人负责包保机制，点对点进行跟踪服务，
给予及时治疗指导、转诊等服务，确保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如确认为确诊“两癌”患者，做到积极引导治疗并做好全程跟
踪随访工作。

（高学军）

平塘县妇幼保健院

立足“五个到位”完成“两癌”筛查

本报讯 11月 9日，患者何女士及家属来到惠水县中医医
院手术麻醉科，为医护人员送上锦旗，感谢手术期间医护人员的
照顾和关心。

何女士因病在惠水县中医医院就医，手术前何女士的心情
非常紧张，进入手术室后，在手术麻醉科医护人员的热情关怀和
耐心解释下，何女士焦虑不安的情绪得到了缓解。手术过程中
麻醉顺利进行，何女士一觉醒来手术已经结束，术中术后全程舒
适无痛，患者迅速康复。

何女士及家属送上的这面锦旗，承载着何女士及家人对惠
水县中医医院医护人员的信任与感激，也是对惠水县中医医院
手术麻醉科医护人员的肯定。该科医护人员表示，患者的点赞
不仅体现了麻醉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更折
射出麻醉医生对患者的关爱和体贴，同时，也是对所有医护人员
不懈努力、勇于担当，对麻醉科手术室优质服务、优质护理的态
度认可，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坚守初心，继续努力，让更多的患者
感受到惠水县中医医院医护人员的专业与温度。

（惠宣）

优质服务暖人心
患者点赞送锦旗

本报讯 11月5日，贵医大三附院成功为一名肥胖患
者实施了腹腔镜下袖状胃切除手术。该手术在黔南州属首
次开展，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患者朱女士因肥胖症导致不孕，并患有多囊卵巢综合
征、脂肪肝、高血脂症、甲状腺功能减退、慢性非萎缩性
胃炎伴轻度胆汁反流、十二指肠球炎等疾病。为确保手术
顺利进行，术前组织了MDT多学科讨论，为患者制定个
性化手术方案。

经过周密准备，在贵医附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严芝强和贵医大三附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吴忠亮、张兴
发医师及麻醉科主任谭健和手术室的密切配合下，齐心协
力、共同协作，历时1个多小时，成功为患者实施腹腔镜
下袖状胃切除手术。该手术只需在腹部打5个钥匙孔大的
小孔，术后6小时即可下床活动、饮水，术后5天即可出
院，手术创伤小、安全性较高且效果显著。

如今，肥胖已成为困扰人们健康的一大难题。腹腔镜
下袖状胃切除手术是近年来较为推广的一种减重手术，通
过腹腔镜把胃切掉一部分，将胃小弯留存 100CC的容量
来限制进食量，可降低胃饥饿感，轻松减重、提高生活质
量，从而提高人均预期寿命。

贵医大三附院积极贯彻落实全省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
大会精神，把人民健康放在心上、落在行动上，瞄准国内
学科发展方向，紧跟国内一流学科的步伐，寻找差距、持
续改进、进位赶超，让更多老百姓在基层就近看病、看得
好病。 （谢仁香）

新闻链接：
肥胖会引起：
1.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脂血症、痛风、脂肪肝

等；
2.妇科疾病，如月经紊乱、不育不孕、多囊卵巢综合

征；
3.痛风、骨关节病变、腰椎间盘病变；
4.胃食管反流、食管炎；
5.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6.高血压、冠心病、心梗等。
通过减重手术，能达到很好的减重效果，并且能有效

预防各种代谢病的发生，明显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疾病负
担，有利于达到提高居民预期寿命的目的。

减重代谢手术为肥胖患者开启健康新生活

贵医大三附院成功开展黔南州
首例腹腔镜下袖状胃切除手术

罗甸县全面启动3-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 为尽早构筑全民免疫屏障、持续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按照国家、省、州统一安排部署，11月8日，罗甸县
全面启动3-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本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秉着“自愿接种”和“应接
尽接”原则，在充分告知学生本人和家长的基础上，引导并
鼓励学生积极接种、主动接种。

为保障接种工作安全、有序进行，罗甸县明确在校学
生以学校为单位，学校按照班级分批组织学生在家长的陪
同下集中到接种点进行接种，接种疫苗时，学校安排老师
现场协调、维护秩序。非在校适龄儿童由所在辖区负责组
织，到就近的接种点接种。各接种点严格按照“三查七对
一验证”和“四有”措施开展接种。 （郭昌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1月 7日，龙里县中医医院携手广州荔湾区
医院帮扶专家到龙里县谷龙卫生院进行巡回义诊，进一步
增强基层群众冬季防病治病意识和健康水平，解决基层群
众看病难问题。

此次义诊活动，为群众发放健康宣传手册，丰富了偏
远地区老百姓的中医养生知识，增强了他们的日常保健意
识。

（徐茂国 摄影报道）

龙里县中医医院

开展巡回义诊保障群众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