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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区卫健委召开2019年度卫

生健康工作总结会议。过去一年，我

区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医

联体、社区卫生、公共卫生等重点工

作方面均取得新突破，展现金山卫生

健康工作新气象、新作为。

医联体摁下“快进键”
2019年，我区医联体工作不断深

化，金山入选全国城市医联体建设试

点，区属 4 所综合性医院均与市级三

甲医院建立医联体合作关系，并与上

海健康医学院、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

等医学院校、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

患者谷先生前交叉十字韧带撕

裂后，本想网上预约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的专家号，却一直挂不上。当他

得知市六院骨科对金山分院骨科进

行全面托管，每周有专家来金驻诊

后，挂号难、看好专家难的问题迎刃

而解。

一年间，市级医院支持力度不

断加大。金山医院肿瘤基因诊断和

生物治疗中心及中山医院血管外科

工作室成立，市六医院 29 名科主任

担任金山分院学科带头人，区中西

医结合医院现有 22 名龙华医院专家

开展服务指导，并成为上海中医药

大学教学医院，亭林医院加入上海

同济医院医疗集团。复旦大学附属

金山医院建立血管外科暨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工作室，分

别聘请中山医院符伟国与董智慧教

授担任首席专家、学术主任，不断提

高金山医院血管外科的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

社区卫生服务能力持续加强
2019年，我区家庭医生累计签约

27.8 万人，其中重点人群签约 14.50
万人，组合内就诊率 83.86%，签约社

区就诊率61.51%，均居全市前列。

同时，我区为家庭医生配备 101
名事务助理，优化家庭医生团队，提

高家庭医生团队解决签约居民综合

健康问题的能力，缓解由于家庭医生

人员紧缺导致的签约后续服务不到

位的问题，让家庭医生制度真正落实

到实处。

基层卫生能力建设方面，全科医

生队伍建设持续推进，27名全科医生

参加儿科能力培训；250 名基层医务

人员参加国家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

升培训项目。继续推进实施“1+2+
X”的基层全科医师发展模式，45 名

社区医生参加专科—全科—社区医

生糖尿病首席医师培养项目；44名全

科医生和社区医生参加呼吸病专科

能力培训工作；推广实施适宜技术38
项，今年以来开展门诊小手术 689
例。

2019 年全区新建社区卫生服务

站1个，健康驿站11个，至此我区共有

1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个分中心、

121 家村卫生室、11 个社区卫生服务

站、47 个健康驿站，基本形成了覆盖

全区、居民可及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公共卫生服务扎实有亮点
2019年，金山区疾病预防控制工

作更加注重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规范性和实效性，努力维护和促进群

众健康。

据悉，区疾控中心迁建项目已

列入 2020 年区政府重大项目，区精

神卫生中心改扩建项目正在有序推

进中。2019 年 5 月，“金山区公共卫

生骨干人才培养项目”正式启动，该

项目作为我区首次探索“区校合作”

人才培养路径，将为金山培养一批

有发展潜力的公共卫生服务和管理

人才，切实增强本区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

在公卫服务项目融合发展方面，

结合金山实际，我区以 60 岁以上老

年人体检为基础，在金山卫镇和金山

工业区将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糖尿

病并发症筛查、脑卒中高危人群筛

查、大肠癌筛查等项目进行有机整

合，实现群众“少跑路”和基层“多减

负”。

记者 罗迎春 通讯员 蔡素芬

1 月 15 日下午，区卫健工作党委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总结大会，认真总结主题教育开展情

况和工作成效。区卫健工作党委书记

孙群荣要求，要立足当前，放眼未来，

持续巩固发展主题教育实践成果。

主题教育“紧”字开篇
2019 年 9 月区委召开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后，区卫健工作党委立即行

动，对卫健系统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动

员部署，紧锣密鼓、扎实有序开篇。

经过前期充分准备，迅速拟定《关

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实施方案》《金山区卫生健康系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安排》，成立领导小组、工作专班，派出

5 个巡回指导组，分别对基层单位进

行主题教育全过程、全覆盖指导。制

定《金山区卫生健康系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宣传工作方案》，

明确宣传重点和工作要求，及时报道

主题教育推进情况、宣传先进典型和

经验成效，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主题教育“干”字当头
区卫健工作党委坚持把“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贯穿全过程。紧密联系卫健系统实

际，推动主题教育有序有力开展。

把理论学习作为扣好主题教育

的“第一颗纽扣”，举办读书班、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杨慧峰作专题报告，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聚焦村卫生室、“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医疗质控管理、家庭医生

服务等难点热点问题开展调研，深挖

根源、科学施策。围绕“六对照一结

合”，重点查找“五个方面差距”，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问题导向，对

整理出的问题，列出专项整治问题清

单，逐项明确牵头领导和整改措施及

时限，实行挂图作战，对账销号。

主题教育“实”字打底
区卫健工作党委坚持用群众获

得感来检验主题教育效果。针对“村

卫生室配备药品种类偏少”问题，落

实“每个村卫生室配备种类不少于

150种；根据居民用药需求登记，及时

动态调整村卫生室药品配备目录”等

措施。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推出

“数字胶片”、市六医院金山分院放射

科推出“早一早、晚一晚”举措、中西

医结合医院优化门办接待制度、亭林

医院重新规划停车位、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康复团队下乡为特殊群体等提

供帮助……一个个服务举措切实解

决群众难题。

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积极整合

资源组织开展健康咨询、义诊、健康

宣教、扶贫帮困等志愿服务，全系统

党员累计参与自愿服务 1996 人次，

为身边群众办实事1343件。张梅美

新 春 佳 节 来 临

之际，为营造欢乐祥

和的节日氛围，我区

各医疗机构利用空

闲时间，走入科室、

走进病房挂灯笼、贴

春联、贴福字。让医

患在欢乐、文明、温

馨、祥和的氛围中欢

度春节。图为吕巷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务职工和患者

家属一起张贴福字

妆点病房。

施明珠 摄

本报讯 （陈烨嘉）1 月 16 至 17
日，区卫健委组织召开 2020 年卫生

健康工作研讨会，各医疗卫生单位围

绕 2020 年工作思路、具体举措和重

点突破方向开展了热烈交流讨论。

区卫健工作党委书记孙群荣指

出，2020 年卫生健康工作要从“跳出

卫生看金山卫生”“跳出金山看金山卫

生”两个维度开展谋划，将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优质的卫生健康服务作为衡量

工作成效的标尺，通过加强党的建设

与建立现代公立医院管理制度相结

合、硬件改善与软件提升相结合、医联

体发展与自我发展相结合、全面发展

与品牌打造相结合、工作推进与带好

队伍相结合，不断推动卫生健康工作

水平稳步提升。

区卫健工作党委副书记、区卫健

委主任吴靖平强调，2020年卫生健康

工作要着重从转变理念、聚焦重点、

提升能力、改善服务四个方面进行思

考谋划，树立“大健康”理念，增强科

学管理、争先创优、求真务实、安全底

线的意识，落实群众健康服务需求和

考评管理要求，不断加强服务能力、

卫生信息化和人才队伍建设，始终践

行初心使命，努力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本报讯 近日，金山区 2020 年度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服务工作会

议召开。

副区长张娣芳指出，要提高政治

站位，高度重视计生特殊家庭扶助工

作，要科学看待分析计生特殊家庭扶

助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把做

好计生特殊家庭扶助工作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要明确

工作职责，增强工作合力，落实该特

殊群体优先权的“保证责任”，服务工

作的“协同责任”，身后事的“托底责

任”以及精准服务的“研究责任”。各

部门、各街镇要积极发动各方力量，

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这些老人，以

“爱”的标准去做好这个群体的服务

工作。

区卫健委副主任韩美珍代表区

卫健委、区计生协作 2019 年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扶助服务工作汇报。区

民政局、团区委、红十字会及枫泾镇

分管领导作交流发言。

本报讯 近日，金山区2020年度“两

病”筛查工作沟通会在区卫健委召开。

区卫健委副主任韩美珍、区妇联副主席

丁叶红以及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双方就2019年“两病”筛查

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和存在的问题

进行交流，并详细沟通了 2020 年两

病筛查工作重点、时间计划和人员安

排等内容。

丁叶红感谢区卫健委长期以来对

“两病”筛查工作的支持以及对妇联工

作的积极配合，希望2020年区卫健委

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妇联的工作，携

手努力提升辖区妇女儿童健康。韩美

珍指出，区卫健委会继续大力支持配

合区妇联工作，发挥专业力量，落实各

项保障措施，提升服务态度，把“两病”

筛查这一民生项目做好做实。

2019年区卫健委不断深化医联体、社区卫生、公共卫生工作

“三驾马车”提升群众卫生服务获得感

我区2020年卫生健康工作研讨会召开

提供更优质的卫生健康服务

我区计生特殊家庭扶助服务工作会议召开

多元关爱，让“失独”父母不再孤单

我区“两病”筛查工作沟通会召开

为金山妇女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喜迎新春

区卫健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召开

不忘初心再出发 牢记使命谋发展

·卫生健康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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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医生保健医生

低温烫伤在冬季高发。低温烫伤

是指基础温度不高，皮肤长时间接触

高于体温的低热物体而造成的烫伤。

若皮肤接触 70℃的物体持续一分钟，

皮肤可能就会被烫伤，而当皮肤接触

近 60℃的温度持续五分钟以上时，也

有可能造成烫伤，这种烫伤就叫做“低

温烫伤”。

低温烫伤和高温引起的烫伤不

同，创面疼痛感不十分明显，仅在皮

肤上出现红肿、水泡、皮肤发白的现

象，面积也不大，烫伤皮肤表面看上

去烫伤不太严重，但创面深者甚至会

造成深部组织坏死，如果处理不当，

会发生伤口感染溃烂，长时间都无法

愈合。

有些晚上睡觉不易苏醒的人和感

觉迟钝的人，以至于发生烫伤还不自

觉，烫伤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才被发

现。一旦发生低温烫伤，先用凉毛巾

或凉水冲一下烫伤处，以达到降温的

目的，然后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千

万不要用酱油或是牙膏涂抹烫伤处，

容易引起烫伤处感染，创面经久不愈。

为了避免发生低温烫伤，老人最

好不要长时间接触温度超过体温的

物品。一些糖尿病患者，长期卧床的

老人尤需注意。取暖设备温度不要

设得过高，也不要整夜使用，更不要

长时间地贴近暖气片等取暖设备。

在使用热水袋取暖时，水温不宜过

高，热水袋外面最好用布包裹隔热，

或放于两层毯子中间，使热水袋不直

接接触使用者的皮肤，可以减少低温

烫伤的发生。

黎明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为了治

疗感冒，人们常常陷入一些误区。那

么感冒防治的误区都有哪些呢？

误区一：吃感冒药来预防感冒
真相：感冒药只能治标不能治

本，只能控制感冒症状。
普通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罪魁

祸首通常是鼻病毒和冠状病毒。而

“流行性感冒”（流感）通常由流感病

毒引起，流感病毒致病力强，可出现

肺炎、脑炎或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

必须到医院进行正规治疗。流感虽

然可以通过打流感疫苗来预防，但由

于病毒变异性，效果欠佳。而普通感

冒就更没有特效药了。到目前而言，

抗病毒仍然是一个世界难题，所以根

本不存在特效的“抗感冒病毒药物”，

所以吃感冒药预防感冒也就无从谈

起了。

误区二：吃维生素C来预防和治
疗感冒

真相：维生素C真的没有治疗作
用，只能用作辅助治疗。

2013 年，一项研究将此前的试验

综合分析，发现每天规律服用较多的

维生素C的人遭遇感冒痊愈得稍稍快

些，但其实也就缩短 8%，换算到感冒

的持续时间里，也许还不到一天，甚至

还不到几个小时。相关试验也证实了

维生素C对治疗感冒没有一点帮助。

其实正常人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效果

也和额外补充维生素C差不多。

误区三：把抗生素当感冒药吃
真相：感冒吃抗生素是无效的。
吃抗生素治不了感冒，除非感

冒后出现细菌感染为主的并发症，

如化脓性扁桃体炎，此时应用抗生

素能对抗这些并发症。研究表明，

不加区分地给感冒患者用抗生素，

对病情毫无益处，也无法预防细菌

感染，这样做反而是在滥用抗生素，

其恶果是催生出对抗生素耐药的强

力细菌，导致以后再碰上感染会“无

药可救”。

误区四：混吃多种感冒药
真相：感冒药混用，效果不加成，

危害倍增长
不同的复方感冒药虽然有不同

的药名，却可能含有相同的有效成

分。比如大部分药物都含有的对乙

酰氨基酚和伪麻黄碱，如果同时用

药，就容易造成重复用药，相同有效

成分过量。200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就因重复用药导致儿童死

亡的问题，下令撤回市场上所有用于

两岁以下儿童的复方感冒药，也就是

说禁止两岁以下儿童服用复方感冒

药。所以如此看来，除非是特别了解

复方制剂的成分，感冒药物还是只吃

一种的好。

唐跃东

每当树叶黄，冷风起，冬季来临，

都是皮肤瘙痒症的高发期。冬季瘙

痒症是老年人冬季的常见病、多发

病，但年轻人也不鲜见。

日常生活中，如果出现皮肤瘙

痒，我们就会不自觉地用力抓挠，实

际上这是错误的做法。皮肤本身有

天然的屏障，如果被抓破后皮肤容

易继发感染。原来本身只有瘙痒没

有皮疹，抓破以后皮肤损伤，继发感

染就可能发红、流水、破溃，出现各

种皮疹。

另外，搔抓本身会刺激皮肤增

生，使得皮肤增厚，搔抓后的局部皮

肤往往会肥厚、粗糙、更痒，从而形

成了瘙痒—搔抓—瘙痒这样一个恶

性循环，因此我们要尽量避免搔抓

皮肤。

另外还有不少老年人喜欢用高

温的热水去烫瘙痒部位，这不仅起不

到止痒效果，可能还会加重瘙痒现

象。这是因为高温的水会破坏皮肤

表面自然的皮脂保护膜，使得皮肤更

加干燥，而且水温过高还有可能造成

烫伤。

那么出现冬季皮肤瘙痒应该怎

么做呢?
首先，冬季瘙痒往往是因为冬

季皮肤水分丢失增多，皮肤过于干燥

引起，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湿、润肤，这

不仅能保护皮肤，更可以预防瘙痒。

另外，冬季洗澡不宜过于频繁，同时

还要减少使用沐浴露和香皂等洗浴

用品。

其次，如果已经出现皮肤瘙痒，

此时可采取局部轻轻拍打或降低皮

肤表面温度的冷敷等方法来缓解，也

可以适当使用润肤、止痒药膏对症处

理。但如有大量渗出、脱屑、结痂等

皮损，或瘙痒严重，持续不缓解者，则

建议及时去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积

极寻找病因，去除诱发因素，积极治

疗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甲状腺疾

病、肝胆疾患、内脏肿瘤、肾功能不全

等，听从医生建议，在医生指导下正

确用药。

另外，应注意调整饮食，多食富

含维生素C的蔬菜和水果，忌食辛辣

发物及易致敏的物品，如酒类、辣椒、

贝类食物等。

王红枫

2020 年 1 月 26 日是第 67 届“世

界防治麻风病日”暨第 33 届“中国麻

风节”，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消除麻风

贫困，共享健康生活”。

1.什么是麻风病呢？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

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神

经、上呼吸道粘膜和眼睛等组织，通

过皮肤密切接触或呼吸道飞沫传

播。

2.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麻风病并不可怕，是可防、可治

的，关键是要早期发现。早发现、早

治疗可避免传染其他人。另外，平时

大家要注意个人卫生、加强营养、加

强锻炼，提高机体抵抗力可以减少麻

风病的危害。

麻风杆菌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相

对较弱，紫外线照射30—60分钟或经

日光直射两小时即可完全失去活力。

3.麻风病早期症状有哪些呢？
麻风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早

期主要是皮肤上出现不痛不痒的浅

色或红色斑片，如不能早期发现和治

疗，病期长时皮肤多伴有感觉减退或

丧失，病期逐渐发展后可以出现兔

眼、歪嘴、爪形手、垂足、足底溃疡等

畸残。
4.怀疑患麻风，去哪里就诊呢？
如果自觉身体出现麻风病可疑

症状，请及时前往麻风病定点医院-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就诊，或与当地疾

控中心联系咨询。

医院地址：
长宁区门诊部：上海市长宁区武

夷路200号

保德路门诊部：上海市保德路

1278号

虬江路分院：上海市静安区虬江

路1057号
5.早期规范治疗可

治愈
现使用联合化疗，

疗效更为显著，只要服用

一个星期的药，体内的细

菌就可杀死 95%以上。

只要坚持服药，少菌型麻

风规律服药半年，多菌型

规律服药两年，麻风病就

可以治愈。

6.麻风病的危害
麻风病致病、致畸

造成患者部分或全部

劳动力丧失，对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由于社会对麻风

病的不了解，对麻风病

人产生歧视和偏见，对

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

负面影响；

麻风病流行和造

成残疾，增加社会负

担，对卫生资源的消耗。

7.防治麻风病
加大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麻风病

防治知识，促进及时就诊，消除社会

对麻风病的歧视和偏见，倡导对麻风

病患者的关怀和慰问，消除因麻风病

致困，共享健康生活。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低温烫伤 重在预防

感冒的防治误区

冬季皮肤瘙痒不能挠

随着气温下降，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发

生着变化，很多疾病都在此时发作。

中风
每年入冬以后，各医院急诊科的中风

患者骤然增多。据专家介绍，人体受冷空

气刺激后，常导致交感神经异常兴奋，全身

毛细血管痉挛性收缩，易引起血压升高，再

加上中老年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应激性和抵抗力降低，因此极易导致中风

的发生。

对策：中老年人从生理上逐年趋于衰

老，体温调节及血管弹性反应性降低，对于

外界寒冷气候的适应性降低，应适当增加

室外活动时间，积极主动参加体育锻炼，增

强抗寒能力是预防和降低脑卒中发病的有

效措施之一。

季节性忧郁症
冬季一到，情绪出现问题的机会也渐

渐增高。这与日照时间的缩短有关，因为

研究发现，热带地区的抑郁症发病率普遍

较低。所以，有季节性忧郁症之说。冬季

一到，大脑中一种叫5—羟色胺的物质分泌

失常，从而引发季节性抑郁症的发病。季

节性情感障碍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程

的延长，症状也会逐渐加重。

对策：除了参加心理辅导，一定的抗忧

郁剂药物治疗外，光疗可以作为有效辅助

疗法。在萧瑟的冬季里，让自己多晒太阳

非常必要。阳光不仅能赶走抑郁，还能借

助合成体内的维生素 D，对补钙也一样好

处多多。

鼻子出血
鼻部出血的现象在冬季最容易发生，

有个医学名词叫“鼻衄”。这也是由于气候

干冷时，鼻腔黏膜也变得干燥脆弱，很容易

受伤，导致小血管破裂。如果患有高血压

病，流鼻血的情况则较为紧急。尤其是一

些抗高血压的药物会使末梢血管扩张，导

致出血量相当多。

对策：轻微的出血可采取让患者半坐

卧或侧卧位，头部稍向前低的姿势，改用

嘴巴呼吸来保持气道通畅，并以手指压迫

鼻翼止血，一般约 10 分钟左右流血量自

然减少或停止。多量或快速的出血，尤其

是合并高血压或其它病症，需紧急请医生

帮助。

青光眼
青光眼是一种致盲眼病，多在冬季最

冷的月份发作。其症状是眼痛、眼胀、视力

减退，并伴有头痛、恶心等症状。

对策：平时一定要保持稳定的情绪，避

免精神紧张和过度兴奋；注意起居规律，不

在黑暗处久留，防止瞳孔扩大，引起眼压增

高；在晴朗的天气下适度参加户外活动，因

为这样可增加眼底血管氧气的供应，减少

血液中二氧化碳的聚积，避免眼压升高；在

气候寒冷的恶劣天气里尽量减少外出，以

减少对眼部的影响。

呼吸道疾病
天气变冷后，最先经受考验的要数我

们的呼吸系统。有些人每年都要经历几次

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比较常见的

冬季传染病包括：流感、风疹、麻疹，再到比

较少见但更致命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腮腺

炎、出血热等，都与干冷空气对呼吸道的刺

激有关。气候的变化是对肌体免疫力的第

一次考验，若平时不注意锻炼，再加上封闭

的室内空气不经常与外面流通，那么疾病

很可能会频频光顾。

对策：不要因为怕冷就一下子穿上很

厚的衣服，更不要整天缩在空调房里享受

空调制造的温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

动起来，因为运动不仅能促进身体的血液

循环，增强心肺功能，对我们的呼吸系统也

是一个很有益的锻炼。当然，进入流感高

发季，注射流感疫苗也是对健康必要的保

护。

心血管疾病
冬天是心脏病的高发季节，这与气候

转冷有关。

对策：保暖可以防止血管受冷收缩、血

压升高，加重心脏负担，并对预防呼吸道感

染有利。因此，应避免用冷水洗脸，以免冷

水的突然刺激而诱发心绞痛；洗衣、洗菜

时，不要长时间地把手泡在冷水里，可能的

话应用温水。

体育锻炼应以打太极拳、做操、散步为

好，赛跑、滑冰等激烈运动是不适宜的。

冬
季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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