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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卫生

节日期间吃出了病

今年 37 岁的市民蒋先生平时在外

务工，今年春节回家过年期间趁着春节

连着和朋友、家人聚会，每天的宴请不

仅离不开大鱼大肉，还有啤酒相伴。这

一吃酒吃出事情了，大年初五早上他起

床发现自己脚痛得无法站立。家人立

即将他送到了医院接受检查，原来蒋先

生在 2018 年体检时便查出了尿酸高，

蒋先生未放在心上，直到这次胡吃海

喝引发了痛风才让他后悔不已。

据遂宁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春节期间，该院共诊断 4726 人，抢

救 508 人，急救出诊 134 次。据该院统

计，今年春节期间该院诊治病人中，

幼儿以发烧、咳嗽为主，成年人以醉

酒、腹泻较多。

节日期间耍出了病

2 月 11 日，市民潘女士早早地来

到了遂宁市中医院，“平时本来就有腰

痛的毛病，春节期间亲戚朋友回来过

年，陪着他们天天坐茶馆，下午玩了晚

上吃过饭又继续，还熬了几个通宵。今

天早上就翻不了身了。”见到医生，潘

女士立即将自己节日期间的生活一一

道来。经过遂宁市中医院诊断，潘女士

腰椎间盘突出，需要住院接受治疗。

“节日期间，很多小孩抱着手机或

者电脑一玩就是一天，许多市民也是

一坐就是一天。长时间压迫了颈椎和

腰椎，导致颈椎、腰椎发生了相关疾

病。”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刘鹏

介绍。

节日期间喝出了病

对于很多市民来说这个春节是阖

家团圆的喜庆日子，但是对于市民廖

先生来说，这个春节过得就不怎么开

心。在节日期间一次聚会上，廖先生

非常开心，一口气喝了不少白酒。喝

了没多久就出现了嗜睡、意识不清并

伴有呕吐等情况，朋友们见状立即将

廖先生送到了医院进行醒酒。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覃刚告诉记者，醉酒的情况在

春节期间较为常见，醉酒对市民健

康有着很大的损伤，醉酒后呕吐对

消化道系统造成损伤，酒精会不同

程度对肝脏、大脑、神经系统带来全

身性伤害。 （全媒体记者 黄尧）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黄尧）为

进一步普及无偿献血和输血安全知

识，弘扬无偿献血精神，1 月 29 日，

市中心血站来到安居区莲花乡开展

“三下乡”暨“社科普及进乡村”活

动，取得明显成效。

活动现场，尽管天气寒冷，但是

依然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工作人员

通过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向群众普及

无偿献血知识以及相关优惠政策，

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据统计，此次

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册，接

受无偿献血知识咨询近百余次，大

大提高了广大民众对自愿无偿献血

重要性的认识，吸引更多人加入到

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

节后上班第一天
院长带头为患者服务

2 月 11 日 是 猪 年 春 节 后 的 第

一个工作日，市中心医院单日门急

诊服务人次达到 10280 人次。为满

足广大患者的就诊需求，维护门诊

就 诊 秩 序 ，缩 短 患 者 排 队 等 候 时

间，提升就诊体验，医院年前便制

定出台《关于 2019 年春节节后门诊

患者就诊高峰应对方案》。为应对

节后门诊就诊高峰，11 日、12 日医

院数十名博济志愿者、蒲公英志愿

者分散在医院各处帮助引导患者，

维持秩序。图为 2 月 11 日，市中心

医院院长陈拥军作为志愿者为患

者服务 全媒体记者 陈曦 摄

冬春季是哮喘病的又一高发期

和多发期。气候干燥寒冷，在加上一

天中的较大温差，导致人体极易感冒，

进而引发呼吸系统感染，加大了哮喘

病反复发作的机率。那么在冬春季节

哮喘病人应如何来预防哮喘复发呢？

市健教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冬春

季哮喘病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注意防寒保暖，冬春天

气寒冷，极易引起感冒、上呼吸道感

染等常见病，从而导致哮喘发作。

所以，有哮喘病史的患者应格外注

意防寒保暖，特别要注意颈部的保

暖。其次，饮食应清淡又富有营养，

少吃辛辣油腻的食品 ;要少食多餐，

不吃过甜、过咸的食物。哮喘患者

应避免接触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如

厨房油烟、二氧化硫、油漆、香水

等。远离烟草烟雾，不论本人吸烟

或被动吸烟，烟雾中有大量刺激性

物质刺激呼吸道可诱发哮喘。

（全媒体记者 黄尧）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千 门 万 户 曈 曈 日 , 总 把 旧 桃 换 新

符。 2 月 2 日下午，市第三人民医

院邀请船山区书法家协会的书画

家，联合举办“迎新春·送春联”活

动。

“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

满楼”“常年顺景福星照 岁岁平安

合家欢”……书画家们挥毫泼墨 ,一
句句吉祥如意的话语呈现在红彤彤

的纸上，笔酣墨香，龙飞凤舞，赢得

在场群众的连连称赞。一幅幅鲜红

的对联在大家的手上传递，一个个

大红福字映照出团年的喜悦。拿到

大红春联的患者、家属及市民们脸

上都乐开了花。

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可在
指定医院免费抗病毒治疗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记

者 日 前 从 市 疾 控 中 心 获 悉 ，我 市 自

2013 年将免费抗病毒治疗工作移交至

定点医院以来，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

就可在指定医院免费抗病毒治疗。同

时，指定医院将联合疾控中心定期为

治疗人员开展随访、CD4 检测、病毒载

量检测、耐药检测等工作。

“只要有意愿治疗的艾滋病感染者

和患者均可在全市艾滋病抗病毒治疗

定点医院进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市疾

控中心性艾科科长黄春玲介绍，我市

将进一步健全艾滋病医防结合和双向

转介机制，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对检出

的感染者 100%转介到疾控中心随访管

理，疾控中心对符合抗病毒治疗条件

的病人 100%转介到医疗机构治疗。抗

病毒治疗定点医院不得推诿、拒绝艾

滋病人就诊。

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

家庭，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防治

艾滋病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目前，

全市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包括

遂宁市第四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

蓬溪县人民医院、大英县人民医院、射

洪县人民医院和安居区人民医院。

本报讯（刘锌 全媒体记者 周雪
梅）近日，市民康医院召开党总支组

织生活会，市纪委驻市卫计委纪检

组副组长黄小平，市民政局党组成

员、老龄办主任罗琼华到会指导党

总支组织生活会，院党总支委员参

加党总支组织生活会，会议由院党

总支书记、院长王勇主持。

会上，王勇代表院党总支做了

对照检查发言和自我剖析，院党总

支委员分别对照检查，随后院班子

和党总支委员开展了相互批评并对

收到的批评意见进行表态，主动把

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

摆进去，勇于自我批评、自我革命，

体现了对党和人民负责、对班子和

同志负责的精神。

罗琼华肯定了这次组织生活会

的成果，她从医院业务开展、重精管

理、养老规划、安全生产等多方面进

行了工作强调，要求医院以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为统领，统揽工作全局，

以大局促成大成就；以务实创新的

工作作风，再创工作新高；以心有激

情业自成的精神状态突入到事业

中；以坚定的政治立场，维护民政事

业大局。

黄小平认为部分班子成员都能

紧扣本次组织生活会的主题，高度

负责，认真对待，能够勇敢地对自我

进行分析，剖析深刻、全面，相互之

间能真诚相待，敢于提出批评意见

和建议。同时，各党总支委员积极

发言，敢于对班子成员提出批评意

见，充分体现了民主的气氛，达到了

预期的目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报讯（廖思英 全媒体记者 周
雪梅）1 月 31 日下午，市中医院 2018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在医

院天峰街院区召开，市卫计委党组

书记、主任李道丕，市中医院党委领

导班子参加会议，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何元军主持会议。

会上，院班子成员逐一进行个

人对照检查剖析，其他班子成员逐

一提出 1-2 条批评意见，直面问题，

辣味十足，班子成员对提出的批评

意见表示认同，并承诺在今后的学

习工作和生活中认真整改。

市纪委驻市卫计委纪检组组长

刘本田对此次民主生活会给予了肯

定，并提出四点要求：要加强组织领

导，建强班子带好队伍；要增添务实

举措，严肃整改问题；要凝心聚力，

加快医院发展；要严守党纪党规，确

保节日清廉。

李道丕评价此次民主生活会是

一次质量较高的党内民主实践。他

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主责

抓党建，凝心聚力促发展；要用心用

情惠民生，勤政廉政守底线，全面抓

好医院民主廉政建设。

本报讯（李彦姝 全媒体记者 周
雪梅）近日，船山区部分企事业单位

劳模代表王治国、伍晓娟等来市第

三人民医院省级鲍继海劳模创新工

作室参观交流。

在参观过程中，工作室领衔人、

医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鲍继海

详细介绍了工作室的建立历程、团

队结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创新

成果等情况。劳模团一行在工作室

就科技创新、项目申报、科研立项、

服务提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和交流。

船 山 区 总 工 会 副 主 席 李 倩 指

出，要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

精神，不断扩大劳模创新工作室的

影响力，充分发挥好劳模的示范引

领作用，互相学习、借鉴劳模创新工

作室的成功经验。她强调，医院要

进一步巩固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作成

果，将劳模精神与职工敬业爱岗精

神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

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活力，

把劳模创新工作室打造成为本单位

自主创新的核心阵地和孵化点，为

促进创新船山、平安船山、和谐船山

的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参观交流学习结束后，劳模代

表们纷纷表示，要把市第三人民医

院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创新经验举一

反三，思考本单位的劳模创新工作，

真正发挥好劳模示范带头作用，培

养出更多的领军人才，立足岗位、建

功立业，在本单位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作用、做出应有贡献。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周雪梅）
日前，船山区 2019 年流感医疗工作

培训会在市第三人民医院学术厅召

开，会议就加强流感规范化诊疗工

作、指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流

感诊治进行安排部署。全区各医疗

计生单位和民营医院的分管领导、

医务科长、相关医务人员以及区流

感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参加了会

议。

会上，船山区卫计局相关负责

人对全区流感救治和防控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随后，市第三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徐峰对《流行性感冒

诊疗方案（2018 年版修改版）》进行

了解读，就流感的临床表现、并发

症、诊断及治疗预防措施，以及病原

学 、流 行 病 学 等 知 识 作 了 具 体 讲

解。他提出，大家要提高对流感病

例的早期识别、早期抗病毒治疗的

意识和能力，做好流感患者的常规

诊疗工作。该院儿科主任黄玲玲主

要就儿童流感的症状、早期诊断、治

疗与预防作了详细讲解。

会议强调，冬春季属流感疫情

的高发季节，全体医务人员要在思

想上高度重视，做到早诊断、早隔

离、早治疗，避免流感疫情的暴发和

流行。会议要求，各个医疗机构高

度重视，及时制定并落实好流感医

疗救治防控工作方案，及时落实好

药品及相关物质储备，同时做好流

感防治宣传工作，建立流感监测报

告制度，确保流感监测数据报送及

时准确。

通过本次培训，进一步加强了

全区医护人员对 2019 年流感防控相

关知识的了解，提高了对流感的应

对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健康 风向标

这些“节日病”你中招了吗？

船山区召开 2019年流感医疗工作培训会

落实医疗救治防控方案 抓好流感防治工作

船山劳模代表团到市第三人民医院参观交流

激发活力 打造自主创新核心阵地
冬春季哮喘病人应注意这些

市中医院召开2018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深入查摆找问题 敢于担当促发展

市民康医院召开党总支组织生活会

市中心血站开展“三下乡”活动

市第三人民医院

墨香迎新春 春联送祝福

春节是亲朋好友团圆欢聚的日子。在这个团圆
的节日里，往往不少人由于饮食不当、作息紊乱等原
因，出现了一系列健康问题。记者走访了遂宁市紧急
医疗救援中心、遂宁市中心医院、遂宁市中医院及遂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今年春节期间胃肠炎、酒
精中毒、发烧等相关疾病较平日有明显上升。

据统计，2月 4日到 10 日，遂宁市紧急医疗救援
中心共受理电话 3147 次，急救出诊 1088 次，救治伤
员827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春节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