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游症是指睡眠中突然爬起来

进行活动，而后又睡下，醒后对睡眠

期间的活动一无所知，通常发生在入

睡后的前 2-3 小时。梦游症多发生在

儿童的任何时期，以 5-7 岁为多见，进

入青春期后多能自行消失。

梦游症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1.
症状一次或多次发作，通常发生于夜

间睡眠的前三分之一阶段。2.发作中

个体表现茫然、目光凝滞，难以被唤

醒。3.在清醒后，个体对发作不能回

忆。 4.无精神活动及行为的任何损

害。5.没有器质性精神障碍或躯体障

碍的证据。

梦游症的发生受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首先是心理社会因素，如日常

生活规律紊乱，环境压力，焦虑不安

及恐惧情绪，家庭关系不和，亲子关

系欠佳，学习紧张及考试成绩不佳

等。其次是睡眠过深，各种使睡眠加

深的因素均可诱发梦游症的发生，如

白天过度劳累、连续几天熬夜引起睡

眠不足、睡前服用安眠药物等。遗传

与发育因素也不容忽视。

目前对于梦游症的治疗方法主要

有两种。一是厌恶疗法，通过厌恶疗

法把梦游者从梦中喊醒，打破了梦游

者的行为定势，那么梦游就会逐渐消

退。二是精神宣泄法，要根治梦游症

状必须要做的是解除内心深处的压

抑，这也是治疗梦游症的关键之处。

另外，还有一些大家注意的地

方，比如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养成良好

的睡眠习惯，日常生活规律，避免过度

疲劳和高度的紧张状态。睡前关好门

窗，收藏好各种危险物品，以免梦游发

作时外出走失，或引起伤害自己及他

人的事件。在孩子面前谈论其病情的

严重性及其梦游经过，以免增加患儿

的紧张、焦虑及恐惧情绪，给孩子更

多的的温暖、关心和爱护。

（曾博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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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计委召开全市卫计系统 2017年安全生产培训会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确保卫计系统安全稳定

去年以来 ,各级医疗卫计单位积

极落实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

要求，稳步开展以消防、建筑工地、水

电气、电梯、院感管理、压力容器、电器

设备、急救车辆等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及时整改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全

系统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日前，市卫计委召开了全市卫计

系统 2017 年安全生产培训会，邀请了

市安监局、市质监局、市公安消防支队

相关领导和专家就卫计系统如何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分别进行了重点培训。

会议全面落实中省市近期一系列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重要安排部署，

并对全市卫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

再动员、再培训、再部署。

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结合当前开

展的“打非治违”“安全生产百日攻坚”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强监管”等活

动，进一步健全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

制度，完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督察制

度、专项检查制度和重大安全隐患周

期排查制度。

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特种设备、交

通安全、医疗安全、建筑安全、危化品

安 全 、电 气 线 路 等 方 面 开 展 隐 患 排

查。排查中，要注重引入第三方检查，

充分发挥技术专家和老技术人员的作

用，严防排查走形式、走过场，做到隐

患全查清。

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及

时研究解决，切实做到整改措施、责任、

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确保整改

全面到位，决不能因隐患整改不到位或

措施不力而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全力做好医疗质量运营安全

近几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医

疗纠纷发生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一些

“医闹”事件，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当前，各级医疗机构要强化医疗

安全和风险意识，加强对医务人员职

业道德教育，增强医护人员的责任感，

严格执行各项医疗规章制度，认真遵

守诊疗技术操作规程，不断改善医疗

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

认真防范医疗风险，防止出现医疗纠

纷，杜绝医疗责任事故发生，切实做好

医疗安全工作。

为 此 ，市 卫 计 委 特别要求，各单

位要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加强对在

用医疗仪器、设备的安全检查和维护，

以及对医疗安全重点部门和重点环节

的管理，消除医疗安全隐患。

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各医疗单位将大力宣传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类进

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进一步完善

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增强干部职

工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知识水平，熟

练掌握安全技能。

并将医疗安全知识培训和日常诊

疗工作督察相结合，使质量和安全警钟

长鸣，引导医务人员知法懂法，依法执

业，进一步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安全风

险意识，提高医疗质量，防范医疗纠纷。

会议结束后，各级各单位将迅速

安排部署，全面深入地开展一次重点

部位和环节的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活动，尤其要加强对医疗服务过程中

重点科室、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

人员的监控和管理，加强质量检查和

考核 ,保证医疗质量 ,减少医疗安全事

件的发生。 （全媒体记者 林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日

前，市食药监局局长李洁、副局长黄明

平带队深入船山区、河东新区、国开区

检查高考食宿点食品安全工作。检查

组先后到国开区遂宁高级实验学校高

中部，河东新区东辰荣兴国际学校、遂

宁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船山区遂州

宾馆、富丽东方酒店等高考食宿点，详

细查看了学校原材料采购和贮存情

况、操作过程控制情况、场所内外环境

卫生状况、食品留样和记录情况、食品

添加剂的使用情况、餐饮具和设施设

备的清洁和消毒情况、从业人员卫生

习惯以及晨检情况等。

李洁强调，高考期间正值炎热高

温天气，是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做好

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对保障

广大考生身体健康、维护正常的考试

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食药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高考保

障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

工作责任，制定保障方案。各食宿点

要牢固树立第一责任人意识，以保障

广大考生食品安全和营养需求为宗

旨，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合理调整饮食

配比，认真履行食品安全职责，全力保

障我市高考顺利进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智）为

贯彻全省食品安全工作会议精神，进

一步推动我市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

的开展，提高食源性疾病监测能力和

水平，近日，市卫计委主办、市疾控中

心承办的全市食品安全暨风险监测

工作培训会在射洪举行。

会上通报了全市 2016 年食源性

疾病病例报告情况，传达了省食品安

全工作会议精神。市疾控中心主任

曾大林就“抓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开创疾控工作新局面”的主题做了讲

话。市卫计委副主任田家斌做了全

面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报告，并对做好

我市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做了强调，

要求各级疾控中心、哨点监测医院要

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相关培训，做好

信息采集和上报工作，各县区卫计局

要加强督导，并对 2016 年食源性疾病

病例报告较差的哨点医院分管院长

进行了约谈。

市疾控中心专业人员详细解读

了 2017 年遂宁市食源性疾病监测实

施方案、哨点医院督导检查细则，并对

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和暴发系统数据

上报具体要求和常见问题进行了讲

解，对我市监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市中医院和安居

区人民医院在会上做了经验交流。

芒种易犯懒
午休能养阳

6 月 5 日，已进入芒种节气。中

医专家指出，这一时节人体容易困倦

懒散，宜饮食清淡、多喝水、勤洗澡、

适当午休等都是对付困倦的好办法。

专家指出，由于芒种气候炎热、

雨水天气交替出现，人容易感到四肢

困倦、萎靡不振，所以在饮食上要注

意清淡为主。在强调饮食清淡的同

时，还应食勿过咸、过甜。芒种节

气 时 ，可 多 食 益 气 养 脾 类 食 物 ，如

小米、山药、太子参等均为药食双宜

之品。

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汗易外

泄，耗气伤津之时，宜多吃能祛暑益

气、生津止渴的饮食。老年人因机体

功能减退，炎热天气消化能力下降，

且多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疾

患，饮食尤宜清补为主，辅以清暑解

热、护胃益脾的食品。女士在月经期

或产后期间，也忌食生冷性凉之品。

专家指出，由于夏天昼长夜短，

夜间睡眠时间短，因天气炎热，汗出

多，人们容易困乏，故起居上除了晚

睡早起以顺应自然规律，还要注意睡

子午觉。子时是指 23：00—01：00，子
时阴气最盛；午时是指 11：00—13：
00，午时阳气最盛。子时睡觉最能养

阴，睡眠效果也最好；午时睡觉有利于

人体养阳。晚上睡觉时间再晚也不应

超过 23 时，11 时到 13 时之间应“小

憩”，以 30 分钟到 1 小时为宜。

芒种节气还要注意补充水分。

有人大汗过后一次性饮大量的白开

水或饮料，更有甚者，过量饮用冰

冻饮品，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正确

的喝水方法是：采取少量多次频饮

的 方 法 ，以 饮 温 开 水 为 佳 ，如 出汗

过多，可适当饮用淡盐水以补充丢失

的盐分，不建议饮用冰冻的饮料或矿

泉水等。 （本报综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智）
日前，省卫监总队林志敏副总队

长、任蕾熹支队长一行，在市卫监

支队刘宗林支队长、唐志斌副支

队长的陪同下，对遂宁市医疗机

构开展泌尿及皮肤病性病诊疗活

动进行了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随机抽取了遂宁天

宫医院、喻余厚诊所等医疗机构。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省总

队领导专家的指导下，督察组对医

疗机构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诊

疗科目登记、泌尿及皮肤病性病诊

疗活动开展情况等进行了全面检

查。省总队督察组就检查情况与

市卫监支队进行了意见交换，要求

市卫监支队加强医疗机构的执法

监督管理工作，促进医疗机构规范

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

规进行严肃处理，切实提高医疗

质量和医疗安全，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的健康权益。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林智
廖媛媛）为了解各地落实《全国

重 点 寄 生 虫 病 防 治 规 划

(2006-2015 年 )》情况，推动“十三

五”重点寄生虫病防治工作，近

日，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杨文率专家组一行对遂宁市寄生

虫病防治工作进行督导。

督导组先后到射洪县、船山

区及市本级，通过听汇报、查阅资

料、现场走访、座谈等方式核查

“规划”落实情况，了解遂宁市寄

生虫病感染情况、居民卫生知识

和行为情况、改水改厕情况。督

导组认为遂宁市“规划”终期评估

工作全面、客观、科学，“规划”期

间做了比较扎实的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和经验，同时要继续

加强寄生虫病防治能力建设和专

项工作。

市 疾 控 中 心 主 任 曾 大 林 表

示，将加强寄生虫病防治工作，协

调党委、政府及行政部门为寄生

虫病防治工作提供组织、政策、环

境、资源保障，保障工作有序、正

常开展；市疾控中心配套人力、资

金支持，在中、省项目基础上开展

寄生虫感染率专项调查，准确掌

握全市寄生虫病感染状况；加强

历年资料收集、整理和数据统计、

分析，为“十三五”寄生虫病防治

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智）
近日，在刘宗林支队长的带领下，

市卫监支队一行四人对遂宁骨科

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了依法执

业、医疗质量安全和医疗废物专

项检查。

此 次 检 查 了 放 射 科 、手 术

室、内镜室、检验科等重点科室，

对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进行了

仔细监督。检查中发现遂宁骨

科医院存在放射科工作人员未

参加相关培训，内镜室消毒记录

和医疗废水处理系统运行记录

不全的情况。针对以上问题，执

法人员发出了监督意见书，要求

限期整改。

近期，市卫监支队将继续开

展依法执业、医疗质量安全和医

疗废物专项检查，加强对医疗机

构的执法监督管理，促进医疗机

构规范运行，切实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的健康权益。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廖媛
媛）近日，市食药监局印发《医疗

器械流通领域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回头看”工作方案》，决定从今年

6-8 月，在全市开展为期三个月的

医疗器械流通领域违法行为专项

整治“回头看”行动。方案明确了

工作目标、组织领导、整治重点、

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

此次医疗器械流通领域违法

行为专项整治“回头看”重点整治

“十大”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医疗

器械购进、销售渠道不合法的；不

按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经

营的；采取违法手段获得经营许

可（备案凭证）及伪造、买卖、出

租、出借经营许可证（备案凭证）

的；质量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人员不

在岗的；擅自变更经营场所或者库

房地址、扩大经营范围或者擅自设

立库房的；未经许可从事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活动的；经营未取得注

册证的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无合格证明文件及过期、失效、淘

汰的医疗器械；经营的医疗器械说

明书及标签不符合规定、未按要求

运输、贮存、全链条冷链管理医疗

器械的；未按规定建立并执行医疗

器械质量管理制度特别是进货查

验、销售记录制度的。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周雪
梅）6 月 2 日，市中医院召开党政

联席会，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李道

丕主持会议，院领导、相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会上，李道丕传达了四川省委

书记王东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四川

省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的题为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建设美丽繁荣和谐

四川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

报告内容。他强调，要全面准确把

握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核心

要义和精神实质，鲜明看齐意识、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核心意识，要

坚决落实东明书记“五点要求、五

个表率”，一是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做对党忠诚的表率；二是要事不避

难敢担当，做真抓实干的表率；三

是要千方百计惠民生，做亲民为民

的表率；四是要同心同德重团结，

做和谐共事的表率；五是要心存敬

畏守底线，做清正廉洁的表率。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廖媛
媛）日前，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爱

心父母”们前往仁里镇常林小学

看望他们结对帮扶的留守儿童，与

他们一起欢度六一儿童节，并为全

校儿童送去节日礼物，鼓励孩子们

要认真学习，将来用爱心来回馈社

会。院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郝维华

以及爱心家长等参加关爱行动。

据悉，市第一人民医院“关爱

留守儿童”活动已走过第 11 个年

头，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或春节，

医院的“爱心父母”们都会去学校

或孩子家中关心他们，为他们送

去节日的温暖和关爱。截至目

前，医院结对帮扶留守儿童百余

人次，捐赠常林小学教学或体育

器材、课外书籍万余元。

本报讯 （陈少林 全 媒 体 记 者

周雪梅）5 月 31 日，市民康医院在六

楼会议室召开创建“二甲”冲刺动员大

会。医院班子成员、全体中层干部及

医疗护理骨干约计 160 人参加会议。

会上，总结了前期创建工作重

点，从职能科室的主要任务、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创建办督导检查工作、

PDCA 循环落实、精神科特殊检查治

疗等六个方面进行讲解、提出要求，

并对当前创建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存

在的薄弱环节进行了梳理，明确了下

一步创建工作的主要任务。

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王勇作动员

指出，创建“二甲”医院是我们今年工作

的重中之重，全院干部职工要深刻理解

创建“二甲”医院对我们的重要意义，确

保医院创建“二甲”一举成功。

省卫监总队

检查我市泌尿及皮肤病性病诊疗工作

省疾控中心

督导遂宁寄生虫病防治工作

我市集中开展医疗器械流通领域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回头看”

市卫监支队

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监督检查

市中医院

学习传达贯彻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市第一人民医院

“爱心父母”与留守儿童共度六一

市民康医院
召开创建“二甲”冲刺动员大会 什么是梦游症？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检查高考食宿点食品安全工作

我市举行食品安全暨风险监测工作培训会

抓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检查组检查高考食宿点食品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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