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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本报讯 为确保我州联防联控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
外防输入工作进一步抓牢，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平安过节，1
月 5日，黔南州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基层联防联控专题会
议在都匀召开。

州卫健局负责人在会上通报近期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
步增强从严从实抓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各县（市）、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
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
家、省、州的工作部署上来，织牢基层防控网底，确保外
防输入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严防疫情输入。各乡镇 （街
道）要主动担当作为，运用好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发动基

层干部、网格员、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宣传引导，要以村居为单位划分网格，对在外务工人员进
行全面摸排，建立动态管理台账。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环节，抓实抓细春节期间外防
输入的各项工作。扎实做好来 （返） 黔南人员的摸排管
控，各县 （市）、各单位要建立来 （返） 黔南报备制度、
疫情信息线上宣传沟通制度和疫情防控公约，切实做好农
村网格、社区小区、单位的外防输入工作。要坚决守牢入
黔南关口，加强重点物品监测管控，强化重点人员排查跟
踪管控，重点场所防控管理，扎实做好聚集性活动管控工
作和加强防控政策的宣传引导。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
项防控措施落地落实。各县（市）党委政府要坚持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及时组织召开工作调度会议，
对春节期间疫情防控重点特别是外防输入工作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切实抓好基层来（返）黔南人员的联防联控
工作。各县（市）、各部门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落实岗
位责任制，严格执行 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带
班、外出报备等制度。要围绕春节期间外防输入的重点环
节、重点部位强化现场督导检查。

州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各工作组副组长、工作人员在州
级主会场参加会议。县（市）设分会场，各县（市）人民政府
分管公安、卫健负责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各工作组副组
长，乡镇（街道办）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

（梁博能）

我州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基层联防联控工作

本报讯 1月4日，州卫健局督导组到都匀市客运总站
督导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结合元旦春节期间外出返乡人员增多的实际情况，督
导组到都匀市客运总站重点对外出返乡人员的防控工作进
行督导调研。督导组通过现场查看、与相关人员交流等方
式，详细了解车站出站乘客测温、验码、查卡等防控工作开
展情况，并组织召开州汽车站标准化疫情防控现场调研会。

会上，督导组强调，一要压实主体责任。各县（市）疫情
防控办要承担起汽车客运站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综合统
筹调度责任。客运公司（企业）要承担汽车客运站进（出）站
疫情防控工作的主体责任。二要集中精力抓重点，从严从

紧落实“一场三站”常态化疫情防控。三要严格分类管控，
合理、精准、高效做好防控工作。交通部门要加强督促，严
格客运班车途中管理规范。四要营造良好氛围，在汽车客
运站合理设置张贴贵州健康码、疫情防控行程卡及核酸检
测服务温馨提示。五要确保人员力量到位。在每个“一场
三站”至少选派2名医务人员和2名公安干警，做好核酸采
样及测温、验码、查卡、维稳等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不足的

“一场三站”主体要及时补足人员力量。六要强化工作督
导。各县（市）人民政府要组织县（市）卫健局、交通局等部
门到“一场三站”开展疫情防控督导。

（梁博能）

州卫健局督导组到都匀市客运总站督导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卫健局
组织督查组对全市 22家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部分村卫生室、民营医
疗机构、隔离酒店开展疫情防控和
巩固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督查。

督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听取汇
报等方式，对各单位预检分诊和发
热门诊、疫情防控政策落实、新冠
疫苗接种、重点场所及公共场所消
毒及家庭医生签约、大病专项救
治、村卫生室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
进行督导检查，针对督查发现的问
题，督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督
促限期整改。

督查组提出，“两节”期间人员
流动频繁，疫情防控工作压力大，
各单位要积极配合辖区党委政府
落实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
同防”的防控策略，持续做好火车
站、高铁站、客运站卡点值守、体温
监测、核酸检测、新冠疫苗接种等
工作，有效控制和降低新冠肺炎疫
情传播风险。

督查组要求，各单位要持续抓
好脱贫攻坚后评估准备工作，深入
开展自查自纠，落实好 4 种慢病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30种大病专项救
治、“先诊疗、后付费”等健康扶贫

政策，加强对村卫生室及村医的日常管理，严格执行村医
去向公示牌制度，配足配齐村卫生室基本医疗设施设备、
基本药物，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全力推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督查组强调，都匀市卫健系统干部职工要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扛牢压实防控责任，严格按照防控要求，落实落细防
控各项措施。 （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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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罗甸县卫生健康局卫生执法人员开
展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学校、客运站、定点隔离酒
店、集中式供水单位、超市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专项监
督检查。

此次检查对定点救治医院重点检查预检分诊、发热
门诊测温、规范佩戴口罩、“两码”同查和“三史”询问及核
酸采样点、放射科、医疗废物暂存点等重点场所的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对学校、客运站、定点隔离酒店检查落
实测温、扫码、戴口罩、一米线、定期消杀等常态化疫情防
控措施，加强通风换气和清洁消杀情况；对集中式供水单
位重点检查供管水人员是否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上岗、
水质净化、消毒和水质检测情况；对超市检查冷链食品及
管理人员的核酸检测情况，采购验收情况、从业人员持有
效健康证及环境消杀情况等。

此次共检查被监督单位 10家，出动卫生执法人员
30人次，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
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立即改正，通过检查引导公众履行
个人的疫情防控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自觉遵守疫情防
控规定，主动配合防控工作，营造群防群控、科学防控
的良好氛围。 （潘祝萍）

罗甸县

开展疫情防控专项监督检查

本报讯 近日，福泉市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社会防控应
急处置演练，在实战中补齐短板，以“练”促防，以“演”备战，
进一步加强市疫情社会防控组及成员单位整体联动，提升
福泉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演练模拟福泉市境内发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随
即发起快速排查疫情风险人员及关联人员，并开展转运、小
区封控、流调、核酸检测等相关处置工作。

当日上午 9时 30分，演练正式开始。“请重点区域防控
组对现场进行封控”“请流调溯源组马上开展流调”“请核酸
采样工作组做好全员核酸检测”……随着一道道指令的下
达，各组工作人员快速响应。区域防控组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摆放标识牌和警戒线，对小区实施有效管控，为现场消
杀、人员转运做好工作准备。9时40分，流调溯源组前往病
例家中进行流调，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摸排登记，并对被污染

或可能污染的物品、用具、住房、场所等进行采样和严格彻
底消毒。9时 55分，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被专车闭环转
运至隔离酒店进行隔离。紧接着，核酸采样组迅速在采样
点布置并通知待检测对象，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居民佩戴
口罩，有序进入现场进行信息登记，完成咽拭子采样。

演练结束后，大家针对演练中出现的薄弱环节进行自
查自纠、总结经验。福泉市要求，要进一步提高认识，高度
重视，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细化工作措施，强化协调
联动，压紧压实责任，注重方式方法，做精做细做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要提高技能培训，打造一支反应敏捷、行动迅
速、科学规范的高素质应急队伍，不断提升全市应对疫情突
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协调作战能力。

图为新冠肺炎疫情社会防控应急处置演练现场。
（本报福泉记者站 范凯慧 向成刚 摄影报道）

福泉市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社会防控应急处置演练

本报讯 近日，福泉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开展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

宣讲指出，福泉市第一人民医院要加强学思践悟，深刻理解
和准确把握全会精神的内涵和要义，确保全会精神在医院落地
落实，深入人心。医护人员要立足实际，把全会精神转化为促进
医院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优质服务能力；
接续奋斗，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为市一医建设做出新
的贡献，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宣讲强调，全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贯彻到医院实际工作中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埋头苦
干、勇毅前行，结合医院实际不断强化学习成效，提升医院业务
技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务实举措，不断开创医院工作新局面。

宣讲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要把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大政治任务。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医院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
力。

宣讲结束后，医院常态化进行科研诚信、法律法规培训、医
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牙髓炎的诊疗等业务学习培训，进一
步强化医护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持续加强医务人员专业知识的
理论培训。 （岑正香）

福泉市一医

举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

本报讯 1月1日，黔南州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病房正式成立。
州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病房是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传

承创新工程项目建设要求而设立，治疗理念回归中医主导，坚持
传统“中医经典理论、经典处方、经典煎药、经典服药、名医经验”
等中医诊疗方式，以院内一批省、州级名老中医为强大的底蕴后
盾，倡导应用中医古典经方和技术，以“急危重、疑难复杂疾病”
为攻关方向，以“常见慢性疾病”为诊疗主体开展诊疗工作。

科室集中传统医学特色诊疗技术如：中药、灸、砭、针刺、刮
痧、熏洗等，同时引进一批先进的中医诊疗设备，如舌脉象、经
穴、体质辨识采集分析仪、中医定向透药治疗系统、中医经络检
测仪、磁振热治疗仪、经穴治疗仪、熏蒸治疗仪等，科室配备有独
立的中医综合治疗室、独立的传统中药调配室及中药煎药室。

科室引进了一批先进的现代医学诊疗设备，如呼吸机、心脏
除颤仪、多参数监护仪、亚低温治疗仪、床旁心电图机、营养输注
泵等，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急诊科等科室协作，保障急、危、重症
患者得到更全面的治疗。

州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病房不仅拥有一支 100%中医医师队
伍，而且是一支具备有丰富“急危重、疑难复杂疾病”诊治经验的
高年资医师队伍，还拥有一支以中医护理为主，具备多学科辨证
施护经验的护理团队，其中主管护师2名，护师4名。（杨红地）

全州第一家！

州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病房正式成立

本报讯 近日，由贵阳开往广州的D213次列车运行至贺
州至怀集区间时，有乘客突发疾病，对口支援长顺县医疗集团
中心医院的代成刚、周益盛2位医疗专家挺身而出，让乘客转
危为安。

当日，代成刚、周益盛在列车上听到急救广播，立即来到该
乘客身边。初步检查后，两位援黔医疗专家判断该旅客可能发
生了急性心肌梗死！2位专家立即分工协作，代成刚医生请列
车长拿来了医药箱，从备药中快速筛选出对症药物“速效救心
丸”；周益盛医生则为李先生调整为半卧位体位，稳定他的情绪，
嘱其立即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约 5分钟后，乘客症状得到缓
解。

李先生暂时转危为安，但病情尚不稳定，有再发可能。2位
专家建议前方怀集站临时停车，并联系 120做好准备。至怀集
站临时停车之前，2位专家一直陪伴在李先生身边，观察其病
情、监测生命体征。17时 10分左右，列车在怀集站临时停车，2
位专家护送其上120救护车后才安心返回车厢。

李先生经及时介入治疗后身体已无大碍。列车长随后也发
来感谢信息，向2位援黔医疗专家表示感谢。代成刚、周益盛发
扬医护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发挥着共产党员的作用，运用自己的
医疗技术，为百姓排忧解难，展现了医者仁心的执着与信仰，展
示广州黄埔、贵州长顺的医者风范。 （胡海丹）

高铁旅客突发疾病 援黔专家紧急救治

维生素K
止血护肤，对肝炎导致的黄疸和 ALT （谷丙转氨

酶） 升高者，能使胆红素水平下降，并达到降酶效果。
预防骨质疏松，增强甲状腺内分泌性等作用。防血栓和
头痛，预防痔疮，有助于生育 （过量则反之）、消化不
良、严重灼伤及有外伤的人，对长期受大气污染者、长
期服用阿司匹林者都有改善作用。冷冻加工是VK的天
敌，强光下也容易被分解。

食物来源
牛肝、牛瘦肉、蛋、牛奶、南瓜、西红柿、青葱、

豆、绿茶、绿叶蔬菜、日本纳豆 （日本纳豆，源于中
国，在唐朝的时候日本僧人来中国取经时学到并带回日
本发扬光大，这也是去日本旅游时，在日本的寺庙能购
买到的寺庙特产）。

好了，到今天，我们的维生素系列就说到这儿了，
通过对维生素的了解，我们知道，单独补充一种或几

种，作用是不大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协同和拮抗的作
用，维生素在我们体内产生身体所需的各种酶，帮助我
们吸收和代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一台
仪器，只要给它原材料“我们的七大营养素”，它就能
精准地把它们送到身体所需要的各个地方去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尽可能做到不挑食、不偏食，应该五颜
六色的都吃，越齐全越好。

中医认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
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就是以谷养、
果助、畜益、菜充的膳食为原则，这是人类营养学史
上，最早根据营养作用对食物进行的分类，是全世界最
早、最全面、最为合理的膳食指南。

维生素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拮抗
1、VA与VC：VC可减轻VA中毒及VA过量引起的

溶血及其它症状。
2、VA与VE：VE能防止VA的氧化，促进VA在肝

脏内的贮存，过量会导致视力下降。
3、VB6、VB12与叶酸：三者协同，可以防治动脉

粥样硬化，因此缺乏任意一种，均会诱发。
4、VB2与VE：二者可以协同降低血脂。
5、VB1、B2 和烟酸：三种协同参与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的能量代谢过程，并随着能量代谢增加
而增加需要量。

6、VC 与烟酸：共同使用可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
性。

维生素与其它五大营养素的关系
1、与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的关系：维生素

可以促进这三大营养素的新陈代谢，促进身体健康。
2、维生素与矿物质的关系：磷和钙的新陈代谢离

不开VD。如果人体内缺乏VD，那么人体就不能充分地
吸收饮食中的磷和钙，长此以往，就会导致身体缺钙，
易患骨质疏松症。

3、维生素与水的关系：水溶性维生素易溶于水，
会随血液进入体内，发挥其功能，再随尿液排出体外。

维生素那点事儿（九）
郭志元

本报讯 罗甸县中医医院外二科勇于探索高水平临床诊治
技术，近日，该院外二科成功完成全县首例胰头占位恶性肿瘤患
者的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

不久前，69岁的贲大娘因右上腹持续腹痛腹胀、皮肤巩膜
黄染、伴呕吐 10余天急诊就诊于罗甸县中医医院，初步诊断为
胰头癌伴胆道梗阻，考虑为恶性肿瘤，肝功能损伤也十分严重，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手术治疗，病情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甚至危及
生命。外二科手术专家团队明确手术指征后决定为贲大娘实施
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是肝胆外科难度最大，最具挑战
和风险的手术，因手术难度大、技术要求高、手术复杂、术中情况
多变，目前省内只有部分大医院能独立开展这种手术。外二科
团队采用微创术式完成了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只在患者
腹部建立最小 0.5cm，最大 1.2cm的穿刺孔，进入腹腔后精细操
作，凭借娴熟的技术完成血管分离，淋巴结清扫，切除胆囊、胆总
管、部分胃体、部分胰腺、全部十二指肠，之后在腹腔内进行胰肠
吻合、胆肠吻合、胃空肠吻合，并完成相关脏器引流。术后患者
经治疗后，已顺利出院。

据悉，此例胰头占位恶性肿瘤患者的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属于罗甸首例，手术的成功开展使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并
提高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让家庭重新燃起希望的曙光。

（吴娇娇）

罗甸县中医医院

探索高水平临床诊治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