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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常识·

为切实补齐疫情防控能力短板，全面
做好应对秋冬季疫情反弹的准备，确保
秋冬季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10月18日，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兰
青、药政处处长束一平一行来启督查秋
冬疫情防控工作。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南
通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及我市相关领导陪
同督查。

督查组先后检查了启东市疾控中心、
启东市妇幼保健院、港丽精品酒店隔离点
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各项措施落实情
况，并亲切慰问一线防控人员。座谈会上，
省卫健委副主任兰青高度评价我市疫情
防控工作。兰青强调，随着秋冬季的到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任务十分艰巨，各级
医疗卫生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克

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情绪，发挥
不怕困难、连续作战作风，落实落细每一
项防控措施，重点抓好医疗机构哨点监测
和院感管理。要持续加大投入，加快提升
核酸检测能力和应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
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始终将疫情防控
主动权抓在手中。

兰青要求，我市要有更精准更及时的
物资保障，医疗防护和生活物资必须优先
保障一线医务人员需要。要有更严格更可
靠的防护措施，切实防止院内感染，加强
人文关怀，缓解医务人员心理压力。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市卫健委向
督查组一行汇报了我市抗击新冠疫情所
取得的显著成效及下一步需要采取的严
控措施。 （施杰英）

落实抓细防控措施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省卫健委来启督查秋冬疫情防控工作

日前，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吕四港镇
商业街举办 2020 年“健康南通服务百
姓”义诊活动暨全国科普日活动。义诊现
场，医护人员为近百位市民提供了健康
咨询、血糖和血压检测、营养饮食指导等
服务。 顾莉莉摄

健康义诊

10月20日是世界骨质疏松日，今年我
国的宣传主题为”“强健骨骼，远离骨折”。

什么是“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是由于骨量减少，骨微

结构破坏，骨的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
的一种全身性骨病。常见症状有腰背酸
痛，身高缩短、驼背，容易骨折，呼吸功能
减退，牙齿松动、脱落、牙体松脆折断，疲
乏无力。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不愿意出
门、不愿意交流等抑郁症状。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症？
戒烟戒酒。吸烟会增加血液酸度，使

骨质溶解。过多饮酒会导致溶骨的内分
泌激素增加。

不喝咖啡、碳酸饮料。咖啡里的咖啡
因可使钙质从尿液中丢失，碳酸饮料可
加速骨量的流失，最好不喝。尤其是幼
儿，一定不要把碳酸饮料当水喝。

足量的科学运动。年轻人可以做些
强度高的运动，如跳绳，每周3-6天，每
天跳跃约50次，离地约8公分；慢跑，每
周至少2-3次，每次20分钟，不必追求
速度。老年人选择快走，每周3天，每天
45-60分钟，可以快走、慢走交替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有骨折风险的人，
则应避免跳跃、脊椎前弯、搬运重物。

这些常见误区如何“破”？
骨质疏松症不是疾病，是一种自然现

象。骨质疏松症通常被称作“沉默的疾
病”，会在不知不觉间发生、发展，直到意
外出现骨折后才被人重视。20%髋部骨质
疏松骨折患者，在骨折后1年内会发生死
亡，50%骨质疏松骨折后会遭受第二次骨
折，再骨折次数风险率以“指数级”增长。

骨头汤可补钙？动物骨头里虽然含
有钙，但很难溶于水，并不能解决骨质疏
松患者补钙的需要。而且骨头汤里含有
大量脂肪，还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

治疗骨质疏松症最好的办法就是补
钙。单纯补钙，并不能使骨质疏松症好
转。只有药物与补钙相结合，才能有效治
疗骨质疏松症。

温馨提醒：1. 儿童、青少年时期，应
通过合理的膳食营养、适当的体育锻炼
将自身的骨量达到最大峰值。

2.40岁以上人群，应定期进行骨密
度检测，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并遵医嘱
补充维生素D及钙剂。

3. 年过50的人群，如突然出现背部
疼痛，最好去医院检查。

4.有骨质疏松症患者的家庭，应加
强防摔、防碰、防绊、防颠等措施，如在床
边增加护栏，卫生间、换鞋处装扶手，浴
室放置防滑垫等。

世界骨质疏松日：强健骨骼，远离骨折

将中医医疗机构纳入传染病防治、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立中西医协
同机制、中医药参与应急救治工作协调
机制，将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纳入紧急
医学救援队伍。8月10日，《江苏省中医
药条例》（下面简称条例）正式发布。该
条例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1999年颁布实施的《江苏省发展中医
条例》同时废止。

条例要求，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
设，规定中医医疗机构的用地、业务用房、
医疗设备等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至少举办一所三级
中医医疗机构，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至少
举办一所二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政府举
办的中医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合并、撤销，
或者改变其中医医疗性质。同时要求将中
医医疗机构纳入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建立中西医协同机制、中医
药参与应急救治工作协调机制，将中医药
专业技术人员纳入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充
分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中的独特优势。

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方

面，条例明确高等学校开展临床医学教育
的，应当将中医药基础理论列为专业必修
课，将中医基本技能课程列为选修课；中
医类专业应当将中医经典课程列为必修
课。鼓励和支持中医药高等学校和其他学
校联合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条例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推进吴门医派、孟河医
派、龙砂医派、山阳医派、澄江学派等中
医学术流派的挖掘、保护和传承，鼓励
和支持中医药类高等学校、科研院所、
中医医疗机构在海外设立中医类诊所、

门诊部、诊疗中心、文化中心，开展医疗
服务、学术交流、留学教育和文化交流
等合作。

条例还强化了相关保障与监督措
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有
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将中医药
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保障和促
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将中医药事业发
展经费进行预算单列，加大对中医药事
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建立完善科学合理
的中医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合理确
定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等。

实招入法 保障中医药发展
《江苏省中医药条例》正式发布，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我市组织开展
托育机构备案工作培训

10月14日，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社会托育机构
备案工作培训，为我市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
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服务的托育机构详细解读了托
育机构备案要求。

本次培训主要针对已登记从事托育、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的托育机构如何备案开设相关内容，为各
托育机构顺利备案提供清晰的指引，具有很强的实操
性。市卫健委人口家庭科相关工作人员对托育机构备案
要求及办理流程，备案信息系统注册、使用说明进行专
题辅导；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相关工作人员对《新设立
托育机构招生前卫生评价表》进行了详细的业务指导。

培训会上，市卫生健康委还对全市托育机构疫情
防控和安全管理工作提出相关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
位，严守安全底线；二是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标准；
三是聚焦重点环节，开展专项排查；四是健全检查机
制，加强日常管理。 （樊秀明）

北新镇卫生监督分所开展
公共场所专项监督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顾客用具卫生监督管理，
确保消费者健康安全，10月19日，北新镇卫生监督分
所组织卫生监督员，对北新镇辖区内25家公共场所开
展专项监督检查。

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围绕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从
业人员健康体检合格证明持证与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
明的亮证；顾客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保洁的操作情况；
公共场所年度卫生检测及公示情况；公共场所禁烟标
识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等卫生管理情况。针对发
现的情况，卫生监督员均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进
行了现场卫生指导，提出具体的整改意见，要求被监督
单位限期整改。

下阶段，北新镇卫生监督分所将继续加大对公共
场所经营单位的监督执法力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回
访，对未及时整改的单位依法查处，进一步规范公共场
所的卫生监督管理，确保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宋杰）

合作镇卫生院召开
专项监督工作动员部署会

近日，合作镇卫生院召开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
专项监督工作动员部署会。

合作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宋凯传达了启纪办发
〔2020〕37号市纪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开展违规收
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监督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及合作
镇卫生院开展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监督的工作
方案。

会议要求院内要高度重视，确保政治站位要高，增
强“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确保政策领会要清，一
方面整治的内容和范围要搞准，一方面宣传发动中政策
要讲清楚；确保形成规模声势，要继续加大宣传动员力
度，围绕“三个讲明白、讲清楚”广泛宣讲政策；确保压力
层层传导，通过各项具体措施既督导又检查，两手一起
抓，确保工作推动有力，取得整改实效。 （陈春雷）

市中医院开展
急救技能下基层培训活动

近日，市中医院联合120指挥中心开展中医适宜技
术推广暨急救技能下基层培训系列活动。

市中医院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小组深入第二人民医
院、第五人民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合作镇卫生院、南阳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刮痧、推拿、熏蒸、正骨、CPR、
心脏除颤等易于操作的技术入手，逐渐增加项目，让基
层的医护人员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操作和急救技
能，扩大中医药在基层群众中的影响。

本次系列活动共派出培训人员60余人次，培训基
层医护人员1000多人次，发放中医适宜技术知识手册
800余份，现场手把手指导30余人次，有力提高了基层
医护人员的中医操作技术和急救技术水平。

（陈红英 谈聪）

市第三人民医院召开
负压隔离舱操作培训会

10月14日下午，市第三人民医院召开负压隔离舱
操作培训会。三院感染科、院感科医护人员参加了此次
培训。

负压隔离舱主要用于呼吸道传染病员的隔离运
送，舱内病员呼出的污染空气经高效空气过滤器净化
后排出舱外，外界新鲜空气通过进气口实时补充到舱
内，在舱内建立合理的负压，有效防止病原体溢出舱
外，并为病员提供相对舒适的环境。

会上，医护人员观看了“传染病员运送负压隔离舱
操作视频”，对负压舱的产品性能、主要结构、适用范围
等方面有了详细的了解。相关工作人员从负压隔离舱
的性能、消毒隔离、传染病患者工作流程等方面进行详
细讲解并逐一进行操作演示。 （吴水宏）

10月20日下午，市卫生健康委召开
2020年第二轮内部监督检查工作动员
会。本轮督查单位为市妇幼保健和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并对惠萍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及下属分院和启东市卫生进修学
校开展督查“回头看”。督查组工作成员
和三家被督查单位的中层以上干部和职
工代表、离退休人员代表等80余人参加

了会议。
会议由督查组组长黄杨姝主持，

卫健委副主任林思敏宣读了本轮督查工
作方案并作督查动员报告，要求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内部督查的重要意
义，充分发挥督查利剑作用，全面履行督
查职责，求真务实、奋发有为，有序推进内
部督查的工作落实，坚持不懈推动启东卫

健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十五纪检监察组

顾蓉玲组长出席会议并作专题讲话，要
求督查组在履行监督职责的过程中，切
实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问题导向、坚
持聚焦重点、坚持规范督查；三个被督查
单位的干部职工要强化思想认识，增强
接受督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积极主动

地参与督查工作；强化工作配合，客观公
正地提供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强
化整改落实，切实把督查整改作为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整体工作的重要契
机和抓手。

三个被督查单位的负责人就如何配
合做好此次督查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束娟）

市卫健委召开2020年第二轮内部监督检查工作动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