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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顾林峰）11月
22日下午，区卫健委举办全区集中
隔离管理队伍师资培训，提高全区
集中隔离管理队伍业务技能，确保
集中医学观察管理工作规范开展。
全区8支16组集中隔离管理队伍的
管理人员、医护人员、消杀人员骨干
近50人参加培训。

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强调了集
中隔离管理的重要性，对隔离点前
阶段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讲评，指出
了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分析了
原因，提出了对策，并就下阶段工作
开展作了具体部署。

会上，经市级培训的三位区级
师资人员分别就南通市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场所分类评估标准，新冠肺
炎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特征、传播
途径、手部洗消及防护服穿脱的规
范流程，隔离点消毒液的配置使用
和不同场所环境的分类消毒，隔离
点医废的规范处置等进行了详细讲
解。

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集中
隔离管理队伍防控意识和业务水
平，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链条，进一
步落实常态化集中隔离措施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参加此次培
训的人员将作为师资力量对镇街集
中隔离管理队伍队员开展全覆盖培
训。

本报讯（通讯员张晨帆）11月
25日上午，区第二人民医院公卫科
工作人员走进金沙街道朝阳社区开
展慢性病防控知识讲座，进一步提

高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识，倡导科学
健康的生活方式。

讲座中，医务工作人员详细介
绍了体检常识、高血压的饮食治疗、

脑梗塞的早期症状等方面内容，向
社区居民讲解了常见病的防范与治
疗常识，并在讲座后给他们提供健
康咨询服务。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社区
居民的健康观念和防病治病意识，
受到了居民们好评。

如果患者的症状高度怀疑是心
梗时，应该怎么做呢？又有哪些误
区是要避开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误区一：喝口水 先缓一缓

心梗的黄金急救时间是 2 小
时。当患者尤其是老人出现高度疑
似心梗的症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要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北京市 120
最新数据显示，急性心肌梗死，位于
院前猝死疾病的第一位。

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执
行副主任、主任医师龙德勇表示，

“如果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开通这
个梗塞相关的血管的话，就会使患
者大大获益，尤其是对急性心梗后

合并的这些心率失常是最根本的办
法。”

就医是否及时影响救治结果

近日，天津市胸科医院接诊了
两位心梗病人。一位是 75岁老人，
在家中突然感到心脏不适，随即拨
打120就医。由于救治及时，老人目
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而另一位
36岁的患者，则没能救治成功。

天津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刘寅说：“一位 36岁的心肌梗死病
人，他发病到去住院已经超过了12
个小时，来了以后就出现心源性休
克、低血压，病人的病情极其危
重，为我们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

误区二：心梗后马上服药

出现胸痛症状可以含服硝酸甘
油，但服用前一定要测量血压，如血
压低则不要服用。

龙德勇表示，有的人心梗，他可
能血压已经很低了，再去含服硝酸
甘油的话会雪上加霜。

误区三：传导焦虑情绪

龙德勇告诉记者，一怀疑某人
发生心梗了，周围的人比病人还着
急，给病人传递这种不良的焦虑情
绪也是不应当的，因为这种焦虑情
绪对患者来说可能会增加他的耗氧
量，也会让他的病情雪上加霜。

近年心梗有年轻化趋势 不良

习惯要戒掉

心肌梗死常见的诱因包括：情
绪激动、劳累过度、大量吸烟、饮酒、
气候突变等，这些生活中应合理规
避。专家介绍，近年来还发现，心梗
有年轻化的趋势。今年 6月份，27
岁的武汉小伙小李就突发心梗，所
幸救治及时最后转危为安。小李事
后也反思可能与自己平常老熬夜、
饮食不规律等生活方式有关。

龙德勇说：“我们奉劝很多年轻
朋友，一定要坚持锻炼身体、合理饮
食、规律作息，还要戒烟戒酒，把这
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去掉。”

（来源：央视网）

疫苗的机制与治疗性药物不
同，疫苗里的抗原在进入身体后，不
是被直接代谢，而是经过免疫系统
进行抗原递呈，免疫细胞识别后产
生抗体，抗体再发挥防止病毒感染
等作用。

“妈妈，打针的地方今天还疼”
“我好困，还要再睡会”……近一段
时间，许多 3到 11岁的孩子都接种
了新冠疫苗，这些孩子的小“抱怨”
让家长感到十分忧虑。

据说这些现象都是接种新冠疫
苗的正常反应，可有些家长心里还
是会犯嘀咕：这会不会跟孩子接种
疫苗的剂量有关？为啥疫苗剂量孩
子和大人是一样的？究竟啥反应才
是正常的？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11月20日
专访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
家张云涛，为您答疑解惑。

绝大多数疫苗剂量都是“一
视同仁”

孩子生病后的用药量一般比成
人少，但在新冠疫苗的接种中，3到
11岁的小朋友接种的疫苗剂量却和
大人一样，小小的人儿却承载了和
大人同等剂量的疫苗，他们的身体
会不会因此吃不消呢？

治疗性药物的用药剂量要考虑
服药者体重，可能还要考虑服药者
身体的表面积。

“疫苗的机制与治疗性药物不
同，疫苗里的抗原在进入身体后，不
是被直接代谢，而是经过免疫系统
进行抗原递呈，免疫细胞识别后产
生抗体，抗体再发挥防止病毒感染
等作用。”张云涛说，疫苗生产抗体
的过程，跟体表面积、体重没有相关
性。

事实上，绝大多数疫苗的剂量
都是不区分成人、儿童的。例如乙
肝疫苗、宫颈癌疫苗、肺炎疫苗都未
针对不同人群设定不同剂量。

“例如，婴儿也会注射的 IPV疫
苗（注射型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
小月龄孩子的注射量和大人是一样
的。”张云涛说，一般来说，在保障安
全性的前提下，采用统一剂量疫苗，
这是全球的通用办法。

在临床研究过程中，新冠疫苗
研发者对成人、儿童进行高、中、低3
个剂量的分组试验，发现同等剂量
时成人、儿童产生的免疫效果基本
一致。

“目前，公众接种的都是中剂
量新冠疫苗，而非高剂量，这是因
为中剂量已足够激发有效的免疫保
护。”张云涛总结，疫苗的剂量确
定原则是，在保证安全性的原则
下，尽量选择最能起到预防作用的
剂量。

孩子接种后免疫效果可接
近“满格”

还有一部分家长担心，孩子的
免疫系统仍在发育中，此时打疫苗
能否起到应有的效果？

“首先从机制上来说，疫苗在进
入儿童身体后，产生抗体的机制和
成人是完全相同的，没有区别。”张
云涛解释，其次，尽管小孩的免疫系
统仍在发育中，但其实3岁以上孩子
的免疫系统已基本完善、接近成人。

那么，孩子在接种疫苗后，产生
的免疫效果能达到“满格”吗？答案
是，接近满格。

资料显示，免疫原性是指能引
起免疫应答的性能，即抗原能刺激
特定的免疫细胞，使免疫细胞活化、

增殖、分化，最终产生免疫效应物质
抗体和致敏淋巴细胞的特性。

“从新冠疫苗的研究数据来看，
18到 59岁年龄段的人免疫原性是
最好的，其次是 18岁以下年龄段的
人，6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免疫原性
是最差的。”张云涛解释，这是由于
随着人体衰老各种机能退化，使得
老年人的免疫原性降低，而 18岁以
下人群的免疫原性是好于老年人
的。

“但其实这种差异很小，没有特
别明显，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因此，各年龄段的接种策略都是一
样的。”张云涛补充道。

儿童新冠疫苗研究与成人
同步展开

虽然3到11岁人群的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近段时间才启动，不过，与
儿童注射新冠疫苗相关的研究工作
是与成人同步开展的。

据介绍，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启动的当天

（2020年4月12日），就开展了关于3
到 17岁年龄段的两针、三针新冠疫
苗的研究工作。此外，国药集团中
国生物还在阿联酋启动了3到17岁
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
原性系统研究。

“新冠疫苗在每个年龄段的批
准使用，都有着严格的审批流程，都
需要有足够的相应数据才能进行紧
急使用或者上市审批。”张云涛说，
因此在临床试验设计上就要提前考
虑，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全民免疫屏
障的形成。

在进行3到17岁年龄段新冠疫
苗紧急使用的综合研判时，需要的
数据包括中和抗体的数据、安全性
数据等。“安全性数据包括全身的安
全性数据和局部的安全性数据。比
如局部的疼痛红肿、嗜睡以及罕见
的不良反应都要观察。”张云涛说，
从新冠疫苗不良反应发生率来讲，
研究结果显示，成人和儿童是一样
的，没有什么区别。

（来源：科技日报）

在健康饮食越来越被提倡的
今天,人们更加注重选择健康食
物,多吃粗粮和多摄入膳食纤维
也成为养生共识。膳食纤维具有
多种健康效应，不少糖尿病、胃肠
道、减重等相关保健食品中都能
发现膳食纤维的“身影”。《中国居
民 膳 食 营 养 素 参 考 摄 入 量
（2013）》建议，我国居民每天膳食
纤维的特定建议摄入量为 25
克。《中国 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2017）》建议糖尿病患者的膳食
纤维每天推荐摄入量为 10～14
克/1000千卡能量。下面就来说
说关于膳食纤维的二三事。

膳食纤维有什么作用？

1.膳食纤维具有吸水性，在
胃中吸水膨胀，增加胃内容物的
容积，减慢胃排空速度，增加饱腹
感，有助于减重。

2.在肠道中，可以增加粪便
体积和含水量，促进肠蠕动，预防
或缓解便秘。

3. 可以减少小肠对糖的吸
收，减缓进食后的血糖升高速度，
有助于血糖稳定。

4.在肠道内吸附胆酸，降低
脂肪、胆固醇等吸收率，进而降低
血脂。

5. 可被肠内细菌分解与发
酵，改变肠内微生物菌群的构成
与代谢，诱导益生菌大量繁殖。

6.有助于预防肠癌、乳腺癌
等的发生。

如何摄取充足的膳食纤
维？

食物中的膳食纤维主要来自
植物性食物，如水果、蔬菜、豆类、
坚果和各种谷类。

食物的加工方式和精度对其
中的膳食纤维的保留影响很大。
全谷粒和麦麸等富含膳食纤维，
而精加工谷类食物经过碾磨加
工，谷皮、糊粉层、谷胚被分离废
弃，造成一些营养素的流失，如膳
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流失。长期吃精加工的谷类食
物，容易引起B族维生素的摄入

不足甚至缺乏。
在主食的选择上建议粗细搭

配，经常吃一些粗粮、杂粮和全谷
物食物。大米可与全谷物稻米
（糙米）、杂粮（燕麦、小米、荞麦、
玉米等）以及杂豆（红小豆、绿豆、
芸豆、花豆等）搭配，实现主食的
粗细搭配。

除粗粮外，蔬菜如芹菜、空心
菜等茎叶类蔬菜，海带、紫菜、香
菇等菌藻类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
维。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中推荐，每天食用谷薯类 250～
400 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
50～150克。

值得注意的是，全谷物虽然
对健康有众多好处，但消化系统
术后患者或是消化系统功能有所
减退的老年人需要适量食用。同
时，市场上全谷物食物琳琅满目，
选对真正的全谷物食物也十分重
要。

选择全谷物食物时，注意
这5点

1.原料的类型
应为粗粮，如玉米、黑米、燕

麦等。
2.全谷物的量
食物原料中应该含有较多比

例的全谷物。有一个参考数据：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配
料中含有≥51%全谷物的食品可
以声称为“全谷物食品”。

3.看食品标签
如写有“全燕麦”“全谷物玉

米”“全麦面粉”等文字，且与食品
标签的成分相符合。

4.食品配料
如添加了较多白砂糖、植物

油脂粉的“营养麦片”，远不如“纯
燕麦片”健康，建议不选用。

5.学会甄别
如夸张宣传“多谷物”“高纤

维”“100%小麦”等，因为这些食
品有可能为了增加膳食纤维的含
量，只是添加了麸皮，而缺失了胚
芽部分。

（来源：北京青年报）

医卫动态

区卫健委开展集中隔离管理队伍师资培训

区二院健康讲座进社区

全谷物中膳食纤维含量高
怎么吃对有门道

儿童新冠疫苗剂量为何与成人一样

心梗防治 这些误区要避开

本报讯（通讯员曹周)11月 24
日，江苏省老年医学学会会长、主任
医师、教授许家仁一行来我区对老
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进行省级复核
评审，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卫生健康
委、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开展建设老
年友善医疗机构的通知》要求，不断

优化老年人就医环境，切实满足老
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

评审组来到石港镇中心卫生
院、十总镇十总卫生院和东社镇五
甲卫生院，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
料、实地查看等方式，分别就老年友
善文化、老年友善管理、老年友善服

务、老年友善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检
查和指导。专家团队对我区创建工
作的组织管理、制度设置、氛围营
造、环境设施和服务能力给予充分
肯定，同时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是我国
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

势的重要举措，区卫健委将以此次
创建工作为契机，以创促建，以创提
质，以创争优，不断优化老年人就医
流程，提高老年人就医感受，切实增
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
感。

省级老年友善医院评审专家组
对我区开展复核评审

本报讯（通讯员陈梦迪）近
日，南通市卫健委“三位一体”督
导组组长刘乐平率队来到我区，
督查指导区卫健委年度高质量发
展考核指标和为民办实事项目推
进情况。

会上，市督导组听取了区卫
健委主任匡咏梅关于区卫健委年
度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及为民办
实事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并采取
查阅台账、现场问询、实地查看等
形式对我区老年友善医疗卫生机

构建设、示范发热门诊建设、老年
医学科和护理院建设等情况进行
全面督查指导。

刘乐平对区卫健委工作推进
情况予以肯定，并对推进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据了解，区卫健委将结合督
导组的反馈意见，深入剖析工作
落实中存在的不足，针对性制订
整改方案和措施，全力推进区卫
健委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和民生
实事项目争先进位。

区卫健委迎接
市“三位一体”专项督查

本报讯（通讯员王玉琴 林

云）11月 23日下午，南通市卫健
委副主任张莉华、妇幼健康处处
长杨卫超等一行先后来到区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区人民
医院，调研指导我区妇幼健康服
务工作。

调研座谈会上，区卫健委副
主任顾晓虎就我区妇幼健康服务
体系建设、妇幼健康服务工作开
展情况等作了详细汇报。区卫健
委主任匡咏梅就我区妇幼健康管
理工作及下一步打算，与市卫健
委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

听取汇报后，杨卫超对我区
近年来妇幼健康管理工作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随

着健康中国的深入推进，妇幼健
康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就如何抢抓机遇实现新的发展方
面，他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提出了
建设性指导意见。

张莉华要求我区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加快构建妇幼健康服
务发展新格局，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全面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努力
为全区妇女儿童提供更高质量的
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要做优做
实妇幼民生实事项目，确保全面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切实增进妇
女儿童健康福祉；要慎终如始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有力保
障妇女儿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市卫健委调研指导
我区妇幼健康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