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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大家谈

“三个全面提升”护航妇幼健康

随后，船山区妇幼保健院党总支副书记王德明宣读了

医院关于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受表彰的先进党

支部代表和优秀共产党员先后上台领奖。蒋晓海向全体共

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受到表彰的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

作者是党支部层层推选出来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用

率先示范的标杆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忠实为民的奉

献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践行共产党员的职责。

据悉，船山区妇幼保健院党支部至 1989 年成立以来，从

4 名中共党员发展为现在的 56 名中共党员，从党支部发展

为党总支，下面共有门诊医技支部、住院麻醉支部、行政支

部、计生支部、退休支部 5 个支部，队伍逐渐壮大，信念更加

坚定。

蒋晓海与全体党员一起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98 周

年光辉历程，他希望全体党员干部要牢牢抓住党的政治建

设这个根本，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持续加强理论武装；要牢牢抓住基层组织建设这

个基础，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要牢牢抓

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个重点，做好思想准备

和工作准备，确保主题教育高起点开局、高标准开展、高质

量推进；要深入开展“查问题、讲担当、提效能”作风整治行

动，着力整治不担当不作为，切实把歪风邪气刹住，把作风

形象树好。

通过此次活动，极大地激发了船山区妇幼保健院全体

共产党员尊党、爱党的忠诚之心，进一步增强了共产党员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医院全体人员将认真落实 2019 年目标任

务，特别是医院“三个全面提升”活动的开展，努力为全区妇

幼儿童谋幸福，为党的事业添光彩！ （周雪梅）

鲜红的党旗，经历
了九十八个春秋的洗
礼，显得更加飒爽多姿；
庄严的党徽，经历了九
十八载的锤炼，显得更
加坚如磐石。在建党 98
周年之际，为提高全院
党员干部模范意识和廉
政意识，营造“守党纪，
正党风”的良好氛围，6
月 28 日下午，船山区妇
幼保健院开展“庆七一
知识竞赛”活动，全院党
员干部参与本次活动。

红色外出增强党性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举行庆船山区妇幼保健院举行庆““七一七一””知识竞赛知识竞赛

党建引领强担当党建引领强担当 推动医院新跨越推动医院新跨越

激烈角逐展妇幼风采

知识竞赛开始前，船山区妇幼保健院党总支书记、院长蒋晓海

带领全体共产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全体共产党员举起右手，面对

鲜红的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通过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全体共产

党员进一步坚定了热爱党、拥护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的崇高信

念。大家表示要牢记和践行入党誓词，立足本职岗位，努力工作，争

做新时代的优秀共产党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指出的总要求是什么？”“2019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紧紧围绕

把什么转变为什么？”……来自门诊医技支部、住院麻醉支部、行政

支部、计生支部 4 个党支部的 12 名选手参赛。本次活动是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脱贫攻坚为主要内容的一项

综合知识竞赛活动，既涵盖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党支部建设标准化、

基层党务知识等内容，又拓展延伸了精准扶贫、党内法规等诸多方

面。各参赛队统一着装、佩戴党徽，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应对，流

利作答，展现了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经过必答题、抢答题和加试

赛三个环节，最终决出一等奖计生支部、二等奖行政支部、三等奖门

诊医技支部以及优胜奖住院麻醉支部。

重
温
入
党
誓
词

表彰知识竞赛获奖支部

先进党支部

行政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优秀共产党员

多形式活动彰显红十字人道精神

据了解，在捐赠仪式举行前期，市红十

字会向全市基层卫生院发出了通知，有需

要安装净水器的基层卫生院向当地红十字

会申报汇总，最终确定了船山区、安居区

各 20 台，大英县 3 台，射洪县 34 台。

此次的捐赠只是今年红十字会彰显红

十字人道精神工作的一个缩影。据了解，

自今年以来，市红十字会多渠道筹物资做

好“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2019 年筹集

10.81 万元物资，采取分散慰问、集中走访

相结合的方式，对因病、因灾至贫家庭、80
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返乡农民工、麻风病

人、精准脱贫对象等特殊对象等特殊群体

送温暖，受益家庭户 371 户，受益群众 1113
人。

截至 6 月底，市红十字会为 10 名白血

病患儿申请小天使基金 33 万元，为先天性

心脏病儿童申请天使阳光基金 1.5 万元。

目前，受理两项基金申请资料 6 人；积极帮

助 3 个因病困难家庭申报省红十字会人道

救助项目。

“三献”、志愿者服务持续健康发展

据介绍，为推动造血干细胞和遗体捐

献工作，市红十字会印制宣传资料在中心

血站、献血屋、采血车发放宣传，在市城区

中央商务区献血屋建有造血干细胞和遗体

捐献工作站。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我市共

实现器官捐献 8 例，遗体捐献 2 例，眼角膜

捐献 2 例。在第 72 个“世界红十字日”之

际，市红十字会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市

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在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开

展了以“爱心相伴红十字救在身边”为主

题的大型宣传培训活动。在第 16 个世界

献血者日之际，市红十字会与市献血办、

市卫健委联合举行大型宣传活动。

上半年，我市录入四川省红十字会信

息化综合管理平台系统普及培训 300 人

次，培训持证急救员 106 人。目前已完成

红十字会专职人员入会登记 21 人，志愿者

注册登记管理 1418 人。

（全媒体记者 黄尧）

市直卫健系统
召开庆祝建党 98周年大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尧）6 月 27 日，市直卫生健

康系统召开庆祝建党 98 周年大会。大会表彰了 50 名优

秀共产党员和 10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动员和激励市直

卫生健康系统各级党组织、共产党员牢记使命，顺应群

众热切期盼，推进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向高质量发展。

大会首先通报表彰了胡可慧等 50 名优秀共产党员、

冯素英等 10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充分发挥先进典型表

率示范作用，激励市直医疗卫生健康系统广大党员和党

务工作者奋发进取、创先争优。

大会还组织所有党员及干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主题的党课。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道丕

要求，卫健系统各级单位人员要坚定信仰，不忘初心，坚

持党领导一切的忠心，在平凡朴素的岗位上各司其职，

齐心协力落实各项健康扶贫工作，把“医者仁心“的理想

和目标扛在肩上，落到实处，装在心里。必须坚持“大卫

生，大健康”理念，不断满足群众对健康美好生活的需

求，让老百姓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开创全市

医疗卫生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日前，遂宁一市民在吃鱼过程中不

慎 被 鱼 刺 卡 住 ，市 民 想 了 不 少“土 ”办

法，包括吞饭咽菜、喝醋、用手抠挖，但

都没有效果。最后用筷子捅夹试试，由

于之后没什么大的不舒服，该市民并未

在意。几天后，市民因胸闷、气喘、呼吸

困难到医院接受救治，经医院检查诊断

该市民为感染性休克、左侧脓胸、食管

胸腔瘘等，通过医院多科联动成功救治

市民。

在此，市健康教育所提醒广大市民，

被鱼刺卡住后，不能用“土”方法，一定要

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特别是老人和小

孩，千万不要使用吞饭团、抠喉咙、喝醋

等方法。

喝醋法并不能软化鱼刺，喝下的醋

顺流直下，在伤处仅短暂停留，效果有

限，还刺激肠胃。吞饭、咽韭菜的方法更

加危险，压力之下，将鱼刺由喉面“推”入

气管再至食道，期间不但会造成划伤，还

会使鱼刺越刺越深，若不幸刺破血管，非

常危险。抠喉催吐可能加重消化道损

伤，一旦用力过猛，肌肉收缩，也可能导

致异物卡得更紧。

如果鱼刺侥幸顺利被压入胃内，是

不是就安全了？一般来说，鱼刺入胃会

被胃酸消融。但也有极个别的鱼刺无法

被胃酸消化，到了胃肠道依然作怪，这些

鱼刺窜入肝脏、甚至卡在肛门处引发脓

肿的情况并不罕见。

（全媒体记者 黄尧）

我市红十字事业持续发展

传承博爱精神 助推社会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尧）为保护

游泳者的身体健康，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流行，7 月 2 日下午，市卫生监督执法支

队、市疾控中心联合派出 3 个监督抽检

组，采取“双随机”方式，分别对市城区内

的 7 家游泳池开展监督抽检。抽检水样

待市疾控中心检测后，抽检结果将及时

向市民公布。

当天下午，由市卫监支队、市疾控中

心联合组成的 3 个监督抽检组分别对我

市城区内的遂宁市活力之心体育文化经

营有限公司、遂宁市开发区银河嘉园游

泳池、四川美克斯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水

上嘉年华游泳池、遂宁市河东新区伯朗

奥普乐水上乐园、遂宁东涪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四川东旭锦江酒店有限公司共 7
家游泳池进行了水样抽检。

在现场，市卫监支队执法人员首先

对游泳场所的是否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

人员情况；建立卫生档案情况、从业人员

健康体检情况、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

情况、设置强制性浸脚池情况进行了详

细检查，与此同时，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

员则开始对游泳池、浸脚池的水质进行

抽检。

据了解，通过对游泳池水样抽样送

检 ，卫 生 部 门 重 点 对 游 泳 池 水 的 浑 浊

度、游泳池水游离性余氯、pH 值、细菌总

数、大肠菌群、尿素及浸脚池水余氯等

项目进行检测，以确保游泳池水质卫生

安全。

广大市民如发现游泳场所存在无卫

生 许 可 证 等 违 法 行 为 ，可 拨 打 12320、
2372187 投诉电话进行投诉。

7 月 3 日，深圳市安仕浦

科技有限公司、市红十字会

净水器公益捐赠仪式在市红

十字会会议室内举行。当

天，深圳市安仕浦科技有限

公司通过市红十字会向基层

卫生院捐赠净水器 97 台，价

值 259960 元。

此次捐赠的净水器将用

于改善基层卫生院饮用水，

旨在宣传倡导健康饮水理

念，助力健康扶贫。体现了

企业心系贫困百姓、情系边

远农村的高尚情怀。也是我

市红十字工作持续发展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市红十字

会开展好多形式活动，传承

博爱精神，有效助推社会发

展。

被鱼刺卡住一定要到医院就诊 我市对市城区 7家游泳池进行水样抽检

市中医院开展新生儿医院
感染爆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尧）6 月 27 日下午，市中医

院开展了新生儿医院感染爆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演

练由市中医院副院长院长陈泽主持，院感科、医务部、质

控科、护理部、药学部、微生物实验室、设备科、总务科等

职能部门及医院感染管理重点部门观摩人员共计 20 余

人参加了演练。

本次演练活动采取情景模拟的方式，模拟新生儿病

室自 6 月 20 日—6 月 25 日相继发生 5 例新生儿沙门氏菌

感染病例。5 例患者临床症候群相似且药敏谱近似，疑

似医院感染暴发。活动就疫情报告、应急响应、流行病

学调查、感染病例会诊、消毒隔离、防护措施督导、指挥

协调等环节进行了演练。各职能部门、处置小组对各演

练环节进行了点评，指出了存在不足及改进意见。

通过演练，提高了医务人员医院感染暴发事件报

告、应急处置能力及医疗救治水平。同时明确了各部门

在医院感染爆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职责和任务，完善了

医院院感暴发应急处置机制，增强了各部门与临床科室

之间的协调组织能力，为有效防控医院感染暴发、应急

处置医院感染爆发事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