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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黔南州卫生健康系统形式多样开
展第十五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义诊宣传活动。

在惠水、独山、龙里、都匀等各个义诊宣传活动现
场，医护人员为广大群众免费测量血糖、血压，进行健
康检查，同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宣传通过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规范的管理来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现场群
众积极踊跃参与，向医护人员咨询糖尿病相关知识，就
自身糖尿病管理和日常生活应该注意的问题向医务人员
咨询，医护人员在生活方式干预、用药治疗和并发症预

防等方面的注意事项给予了健康指导。
通过开展义诊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防治糖尿

病的相关知识，提高公众对糖尿病的知晓率和防治率，
传播了健康、科学的糖尿病防治知识和健康的生活理
念，也将“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切实传入到大家心中，进一步提高大众对慢性病防治的
素养水平，有力地推进了糖尿病防治工作的规范化开展。

图为州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向市民讲解糖尿病知识。
（梁博能 本报记者 胡萍 综合整理）

本报讯 为有序推进 3 至 11 岁儿童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连日来，州卫生健康系统采取组建临时接种服务队、
开设“儿童接种点”等切实有效的措施，集中为 3至 11岁
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让孩子们能够在家长陪同下享受到安
全、规范、优质的接种服务。

11月12日，福泉市一医内科三病区联合金山分院开展
了“人人享有糖尿病健康管理·人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为主题的糖尿病及并发症免费筛查及义诊宣传活动。

筛查内容有身高、体重、血压、糖尿病患病风险评
估、空腹血糖、糖尿病眼底检查等项目，医疗义诊服务200
余人，其中 100余人接受了糖尿病筛查，筛查出糖尿病患
者10人。此次糖尿病筛查和义诊活动，提高了糖尿病患者
的健康知识和对疾病的防治能力，让群众得到了真正的实
惠。

为方便 3 至 11 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贵定县以镇
（街） 为单位，成立 8支临时接种服务队走进校园为 3至 11
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为避免冬季气温低儿童排长队的情
况发生，贵定县卫生健康局主动对接县教育局，以镇
（街）为单位对辖区小学点、幼儿园开展3至11岁适龄儿童
无禁忌人群摸排，根据摸排实际情况，医疗机构成立临时
接种服务队，以班级为单位有序开展疫苗接种。

3至 11岁儿童疫苗接种采取知情同意、自愿接种的原
则，在接种之前取得监护人同意并现场签订《3至 11岁人
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后方可进行接种，接种
点设立医疗保障救治组并严格落实《预防接种工作规范》，
严格执行各项要求，接种后留观 30 分钟无不适并经现场医
生评估无异常后方可以离开。

近日，独山县人民医院全面启动并有序推进6-11岁人
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目前，疫苗接种点开启了以“苗”
护苗儿童专场，科学合理制定疫苗接种措施和计划，确保
6-11岁群体疫苗接种工作高效有序，为筑牢疫情保护屏障
贡献力量。

在独山县人民医院接种点，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
下，有序进入疫苗接种咨询登记区和候诊区。在医务人员
的指引下，佩戴口罩，有序排队进行体温检测、温馨提示
询问、信息登记建档、疫苗接种以及接种后留观等。整个
接种现场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近日，平塘县组建了39支儿童新冠疫苗接种队，走进
全县各小学，开展儿童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在平湖第四小
学新冠疫苗接种点，学生们在老师和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有

序排队，待体温检测正常，做好健康咨询、信息登记核对
后开始疫苗接种。同样，在平塘县实验小学新冠疫苗接种
点，接种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们在平湖第一小学做了接种试点，通过这个试点得
到了三个好的经验，第一个经验就是规范了摸底的方式；
第二个就是规范接种的流程；第三个就是在留观方面，我

们采取集中留观，降低了接种的安全风险，提高了接种效
率，对下一步的追踪服务也起到很好保障的作用。”平塘县
卫生健康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平塘县共组建了39支儿
童新冠疫苗接种队，覆盖全县52所小学，预计接种时间将
持续到11月下旬。

（梁博能 本报记者 胡萍 综合整理）

州卫健系统有序推进3至11岁儿童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 为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整合优化县域
医疗卫生资源，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龙里县积
极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逐步实现“大病
不出县、常见病不出镇、小病不出村、康复回乡镇”的就
医格局，让群众享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实惠。

患有冠心病的陈先生是在龙里县人民医院 （医共体）
总院就医的一级病重患者，经医生诊断后转入心内科加护
病房进行治疗，现病情发展平稳，基本恢复正常。他说：

“通过这几天的治疗，我觉得效果非常好，晚上睡觉也不咳
了，走路也有力气了，左上肩也不痛了，基本上和我没有
生病之前的状况差不多了，恢复得比较快，也比较好。”

龙里县实施医共体“龙头”工程，提升县域诊疗能
力，确保县级医疗机构集中优势资源“看大病”，目前已经
取得初步成效。此外，县域医共体成员单位在医共体总院
的组织领导下，按照现代化医院管理运营模式，构建县域
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不断促进县域医疗资源配置更高
效、管理机制更顺畅。

龙里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罗玉梅介绍：
“在医共体的推动下，10月 20日我院房颤中心顺利接受了
国家房颤中心总部的验收，房颤中心建设的不是单靠某个
单位，或者是某个集体就可以完成的，这是需要全县所有

医务人员共同参与的一个过程，房颤中心建设的目的是通
过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降低房颤所致的病死率和致残
率。”

逐步构建分级诊疗、合理诊疗、合理用药、合理检查
及有序就医的城乡一体化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加快建
成目标明确、权责清晰、分工协作、服务优质、有效运行
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通过总院人员调整、上挂学习、下
派带教和义诊巡诊等模式实现县域优质医疗资源有效下
沉，人才上下流动，让医共体分院集中医疗资源提升“常
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让群众在乡镇就能解决“看
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就医体验获得
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龙山镇龙山社区居民杨再英说：“龙山镇医院条件环境
每一样打造好了，医生的素质也提高了，我们用不着去县

城看病。”
今年 7 月龙里县启动医共体建设以来，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以及 14 家乡镇卫生院、1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集团化办医，由县人民医院作为医共
体总院牵头整合其他各个医疗机构医疗资源，既要实现县
级医院的龙头作用，又要带动基层卫生院实现差异化向前
发展。

龙里县卫生健康局有关负责人说：“龙里县将以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为着力点，在管理体制建设、工作机制运
行、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着手，进
一步提高县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升县域医
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向以健康
为中心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

（袁苏梅 杨琴）

龙里县加快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华夏，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既是人群与病毒之间的战斗，也是每个个体与病毒之间
的战斗。

免疫力是我们与病毒战斗时的铠甲，提高免疫力，我们
才能在这场战斗中占据上风。

全身细胞获得了所需营养后，肌体才能达到最佳状
态。均衡的营养可以增进细胞的生长和修复，使细胞功能
达到最高效率，从而新陈代谢得到改善，免疫系统得到增
强。您会感到精神舒爽，更健康美丽。因此，细胞吃的饱，
才能身体好，在维持健康生命中才能有足够的战斗力。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些维生素矿物质，是如何帮助身
体细胞发挥健康作用的？

维生素和免疫功能
在 1910前后，人类从食物中认识到一类“维持生命的

物质”，后来被命名维生素。
如今，我们知道维生素是人类必需的营养素，它也是一

个具有30多个不同化合物组成的大家庭，它们在我们体内
互相帮助，时刻都在为人体免疫系统和免疫力这道屏障添
砖加瓦。

维生素A——生物膜上的看门神
维生素A 是一类含有视黄醇生物活性的化合物的总

称，参与我们人体免疫系统成熟的全过程，特别是在生物
膜、粘膜屏障中作用突出，可以通过改善细胞膜的稳定性，
维持粘膜屏障的完整性，所以有人把它称为粘膜的保护神。

维生素A也被称为“明眸皓齿的美丽维生素。”这是因
为，它的主要作用是保持皮肤、毛发、骨骼、粘膜的健康生
长,增强视力和生殖机能。维生素A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
中,植物性食物中没有维生素A、而只有维生素A的前体物
质—也就是 ，能够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A缺乏的儿童很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和腹泻，
而补充维生素A可有效降低发生率。（VA不可长期补充，有
微毒性，我们可以用安全的胡萝卜素来替代，例如胡萝卜，
橙，红薯……等橙色类食物含量较高）

食物来源：
动物性食物：肝，肾，奶油，蛋黄，牛乳，鱼类，牡蛎和贝

类
植物性食物：萝卜，芦笋，番茄、菠菜、包心菜、南瓜、甘

薯，青江菜，黄绿色蔬菜

维生素那点事儿（二）
郭志元

本报讯 11月17日，广州市海珠区妇幼保健院帮扶专家到
贵定县中医院开展《产后出血防治策略》学习培训，进一步提高
医护人员对孕产妇产后出血的认识，规范产后出血诊疗，降低产
妇产后出血死亡率，加强医疗安全，提高医护人员在工作中遇到
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能力。

培训中，帮扶专家从产后出血的定义和发生率、产后出血量
的估计与诊断、病因及危险因素、防治与处理等方面，深入浅出
地阐述了孕产妇产后出血的早期诊断和抢救要点，特别强调了
预防、早期诊断是降低产后出血的有效措施，及时恰当地干预是
将产后出血对母体的危害减至最小化的关键。

培训结束后，帮扶专家组织县中医院妇科、产科全体医务人
员开展产后出血抢救应急预案演练，对演练做了全面细致的指
导，进一步提高了产科的应急处置能力，医护人员之间增强了急
救意识和团队配合协调能力。

帮扶专家李苗珠为广州市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定点帮扶
贵定县妇幼保健院，帮扶一个月以来先后开展《孕期保健》《孕期
营养指导》《异位妊娠》《产后出血诊治》《关爱女行健康、开展两
癌普查》等专题知识培训 10余次，对贵定县妇幼健康水平提升
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陆镜竹 黄林妹）

广州海珠区医疗帮扶课堂
走进贵定县中医院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落实健康知识普及行动，丰富群众健
康知识获取渠道，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推动“健康惠水”工
作，今年以来，惠水县有序开展“健康知识进万家”活动。

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惠水县卫生健康局联合
县计生协制定了《惠水县“健康知识进万家”活动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建立镇级1个健康管理员、村级1个健康指导员、组
级2个健康推广员的1+1+2模式有序推动工作。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惠水县利用 5.29计生协
会员日、主题宣传日等契机，走进街道、学校等开展“健康知识
进万家”宣传服务活动，发放健康教育知识宣传资料，为群众
开展健康义诊，进一步落实健康知识普及行动。据统计，发放
实物宣传品 100余件，发放宣传资料 500余份，师生参与活动
400余人次，群众参与500余人次。

利用感恩小屋，开展特色活动。惠水县以王佑镇西南村
感恩小屋作为健康宣传阵地，带动辐射广大村民树立健康理
念、培养健康生活习惯、提升健康素养。到感恩小屋开展多形
式的家庭健康宣传咨询义诊服务、健康课堂和文艺演出活动，
吸引邻近村寨少数民族群众前来参加，从而推动家庭健康促
进行动深入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家庭健康意识不断增强。目
前，已开展活动12场，参加群众达5000多人次。

（杨庆 摄影报道）

惠水县开展
“健康知识进万家”活动

本报讯 为加大脑卒中防治宣传力度，提高广大群众对脑
卒中早期识别、早期治疗意识，11月11日，瓮安县人民医院脑卒
中宣教团队联合广州海珠区专家到瓮安县中坪镇开展“脑卒中
筛查与宣教”活动，为广大群众免费筛查。

“脑卒中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只要提前预防和及时治
疗，就可以有效地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血压、糖
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与脑卒中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加强体育锻炼，控制体重，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
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能够有效地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宣教团
队宣讲相关知识，为前来就诊的群众免费测量了血压、血糖。

而就在活动中，出现了让人暖心的一幕。在筛查时，医院心
内科护士长袁丽发现一位老人家身体发抖得厉害，她立即通知
杨海松医师对老人进行诊疗。但是经过诊疗，老人的血压、血
糖、呼吸等指标却都是正常……这时，老人家说：“医师我没生
病，我是冷的。”

原来，老奶奶家里就只有她和老伴，无人照顾，这么冷的天
气，老奶奶只穿了两件衣服。袁丽马上把老人家扶到火炉边，并
立即和同事出去给老奶奶买了两件棉衣，为老奶奶穿上。

“谢谢你们医生，谢谢你们给我买衣服，我现在不冷了 ......”
老奶奶哽咽的说。

医者仁心，现场医生们用真诚和爱心温暖了老奶奶，彰显了
正能量。

活动最后，广州海珠区专家为瓮安县中坪镇卫生院的医护
人员进行了脑卒中防治培训。基层医生卒中知识培训，是推进
卒中建设至关重要的，通过与医共体单位建立卒中单元，确保患
者在发病的最短时间内接受最有效的诊疗行为，有效减少患者
救治延误，从最大程度上保证卒中患者的生命安全。

据悉，当天共发放卒中防治知识宣传手册 100余份。下一
步，瓮安县人民医院将进一步深入社区和乡镇卫生院开展卒中
知识宣教，提升人们对卒中知识的认识率和知晓率。

（周琴 卢泰铭）

瓮安县人民医院
开展脑卒中筛查和宣教活动

州卫健系统开展第15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义诊宣传送健康活动

健康知识宣讲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知识宣讲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健康意识不断增强

医护人员为学生接种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