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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至 6 月底，安居区开展为期 3
月的“健康扶贫巡回医疗”活动，城区大医

院各科室骨干医生，定期在乡镇或村里卫

生室开展义诊、查房会诊、健康宣传等活

动，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帮助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让老

百姓切实享受城里大医院的服务。

安居区开展“巡回医疗”活动期间，医

务人员根据村民的慢性病、常见病、多发

病、传染病发病的季节特点，结合志愿者服

务活动，以及“专家支医”等活动，在各乡镇

卫生院、联村卫生室、社区、养老机构等开

展健康知识宣讲、健康体检、义诊、查房、卫

生健康法律法规及业务培训，以提升基层

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使群众就近获得安全、

有效、方便的卫生健康服务。

据区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张福荣

同志介绍，开展”健康扶贫巡回医疗”活动，

就是要把城区医院的医疗专家，优质医疗

设备，以及优质技术和手段送到群众身边，

为群众解决急需的医疗问题，让村民享受

到实实在在的健康服务。

巡回医疗队义诊暖民心

从 2018 年至今，区人民医院已组织了

超过 20 次巡回医疗活动，先后派出 120 余

名医务人员，为 4000 余人免费体检，筛查并

完成白内障手术治疗超过 200 人。

去年 6 月 20 日，区人民医院宣传科联

合医务科，组织内科、外科、五官科、检验科

10 名医务人员，组成健康扶贫下乡巡回医

疗队，在保石镇天遂水井联村示范卫生室

开展义诊活动，为当地的群众免费看病、测

血压、测血糖、用药指导、解答群众提出的

健康咨询问题。义诊结束后，巡回医疗队

还对保石镇乡村医生进行了业务培训。

“医生说我身体健康得很，我就放心

了。”68 岁的唐清玉大娘，家住石湾村 8 社，

当天是特意过来检查身体的。大娘说好几

天前村上就在宣传今天镇上有义诊，当天

一大早就跑过来检查身体。唐大娘告诉记

者，义诊来的都是区上的专家，又是免费

的，既节省了家里的开支又检查了身体。

在家门口就可以看病，以前检查都要跑到

区上去，既方便又省心，多亏党的政策好。

互联网+医疗让群众享优质服务

现场义诊、查房会诊、健康宣传……

“健康扶贫巡回医疗”活动将健康送到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送进了基层的千家万户。

城里的医疗资源如何在偏僻乡村开花结

果，让巡回医疗队的骨干医生结束巡回行

动后，仍能继续发挥技术和治疗优势作用，

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大安乡卫生院已

踏出第一步。

7 月 10 日清晨，村民冯万才因病在大

安乡卫生院住院，经 DR 检查，显示其肺部

有阴影。因无法确诊，采集图像通过远程

医疗系统被传至遂宁市中医院专家的案

前，最终确诊老人患肺气肿。随后，根据专

家建议进行治疗，老人在住院 9 天后好转

出院。“要不是城里的医生，我这病不晓得

要拖多久哟！”冯万才说，他治病花的钱不

多，首次享受到足不出户就享受城里医院

的服务。

大安卫生院院长钟家军坦言，以前医

院既缺乏大型的检查设备，也缺乏能够独

立 出 具 报 告 的 诊 断 医 师 ，导 致 医 生 的 问

诊 精 准 度 低 ，老 百 姓 对 基 层 医 院 和 医 生

缺乏信心。“病人无法确诊病情，只能转

院去上级医院。”近几年，安居区大力推

行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双 下 沉 ，通 过 遂 宁 市 中

心 医 院 远 程 心 电 会 诊 中 心 、遂 宁 市 中 医

院的远程影像会诊中心，实现了心电图、

DR 等检查和病人资料与市内三级医院远

程互传互联和会诊报告，大大提高医生诊

治的精准度。

“有了大医院的先进仪器和技术支撑，

卫生院可以自行开展轻微骨伤的手术。”钟

院长的信心来自医院的一组数据，2018 年

大安乡卫生院门诊 31715 人次、住院 2623 人

次，总量突破 3 万人，其中住院进行骨科手

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的病人达到 100 余人

次。下一步，上级医院还将利用互联网手

段，为安居区各乡镇卫生院提供临床治疗

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赵权军 全媒体记者 王超）

安居区“健康扶贫巡回医疗”活动

让老百姓享受大医院服务

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

杀手”。那么，暑假期间，如何避免悲剧发

生？孩子遇到溺水应当怎么办？

谨记“六不”，智慧救援

溺水是青少年意外伤亡的“第一杀手”，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多发期，此类事件具有两

个特点：一是发生地点多在江、河、水坑及堰

塘等水况复杂场所；二是多为私自游泳不慎

导致溺水，其中死亡的未成年人游泳时均无

成年人陪同。

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

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

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

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

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初学者不可忽视“干性溺水”

“干性溺水”是指因受强烈刺激（包括冰

冷的刺激）和过度紧张，喉部发生痉挛，声门

关闭，从而不能呼吸继而缺氧，严重者会出

现窒息；“干性溺水”多发生于游泳初学者尤

其是孩子身上。

防止“干性溺水”，家长需要做到四点：

游泳时要时刻观察有无异常；不要突然

推孩子下水；提醒孩子不要跳水，更不能在

水中起哄打闹，“偷袭”同伴，下压同伴，以免

引起反射性喉痉挛；

游泳后要注意孩子有没有频繁咳嗽、呼

吸急促、发烧等，出现问题及时就医。

请牢记，若不慎溺水：

立即屏住呼吸，放松肢体，保持仰位，不

胡乱挣扎；用嘴吸气、用鼻呼气，以防呛水身

体下沉时，将手掌向下压；如突然抽筋，可深

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

手将脚趾向上扳，千万不能将手上举或拼

命挣扎。

若遇到溺水者，应迅速清除其口、鼻中

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

并拉出舌头 ,以避免堵塞呼吸道；将溺水者

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

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

然流出，但不要耽误心肺复苏的时间；如溺

水者呼吸、心跳已停止，应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整理）

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放假”

安居一中

开展暑假政治学习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日前，安居一中

思源校区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暑期政治学习暨学期

工作总结大会。

会上，安居一中党总支书记、校长李洪金传达了

上级相关会议精神，要求一中教师要提高政治素

养，做到“四心”，暨初心不忘跟党走、公心不忘强

担当、清心不忘讲规矩、良心不忘过人生。会议还

对本期学校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本次政治学习内

容进行总结，会议要求，学校全体教职工要做到

“两个自觉”、“三个守正”，暨自觉维护和践行学校

的各项正确决议、自觉维护和提升学校的利益、坚

守正道、坚守正业、守正前行。要守住公职人员底

线、筑牢家人安全防线、研究不忘工作一线，为一中

教师教书育人的工作指明前行方向，提供精神保

障。

会上，学校各部门负责人紧紧围绕“概况和目

标”、“战略和措施”“亮点和成绩”“问题和整改”四

大核心板块对部门学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总

结。

琼江路幼儿园

开展暑期业务技能集中培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日前，琼江路幼

儿园在会议室开展“2019 年暑期思想政治以及业务

技能集中培训”会议，全体教职员工全程参与。

幼儿园负责人对教职员工进行思想政治的洗

礼，帮助全体教师重温教师的初心，为国家和社会

培育人才，从思想和现实入手，为教师们进行心理

教育。分管安全、教学和后勤的负责人对教师们进

行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宗教理论政策法规知识学习

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四川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

范工作规范（试行）》《学习卫生工作条例》《托儿所

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等培训。

据悉，会议要求认真转化学习成果，做好会议精

神的落地生根，把这次学习培训作为工作的新起

点、新动力，奋力谱写本园事业发展新篇章。

加强组织领导
狠抓措施落实

全区各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为组长，分

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和法制副校长担任副

组长，以及各处室负责人和各班班主任为

组员的禁毒宣传教育领导小组。要求各班

班主任充分履行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第一责

任人的职责，把学校无涉毒现象作为综合

评定班主任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各学校

禁毒宣传教育小组制订了全校禁毒宣传教

育的行动方案，各教学班制订了本班禁毒

宣传教育的具体工作计划，利用一切可利

用的资源，探索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新途径，

拓宽禁毒宣传教育新领域，全方位进行禁

毒宣传教育。

同时，针对学校周边环境相对复杂的

情况，全区各学校制定了行政领导、政教

处、班主任等值班制度，明确了各自的职

责。多管齐下，及时跟踪掌握学生在校的

学习活动情况，特别是学生自由活动的时

间和空间。及时掌握学生动向，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解决，确保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此外，全区各地各校把毒品预防教育作为

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纳入了学校德育教

学计划，从法制教育入手，增强学生法制意

识，掌握法律知识，让学生学法、知法、懂

法、守法，不做违法犯法的事。

禁毒宣传形式多样
履职尽责护航青春

今年 6 月，富果初中举行了禁毒宣讲

和签名活动。活动中，学校安全工作负责

人对禁毒法相关内容做了详尽的讲解，要

求青少年学生要明辨是非，谨慎交友，自觉

抑制毒品的危害，做一个好公民。通过此

次主题活动，使每位师生接受一次深刻的

禁毒教育，充分认识毒品的危害，真正做到

“珍惜生命，远离毒品”，人人知毒、恨毒，人

人防毒、拒毒，提高对毒品的抵御能力。

近年来，全区各地各校根据学生的心

理特点与认知能力，坚持把禁毒教育纳入

日常教学计划中。坚持每学期安排几个课

时专项教学活动，同时结合教师政治学习

会、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黑板报广播、网

络等对师生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学生了解

毒品的危害，预防毒品的基本知识及禁毒

政策与法律法规，确立“珍惜生命，拒绝毒

品”的意识，掌握拒绝毒品的方法和技能，

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同时，区教体系统还注重充分发挥家

长和社会教育的辅助作用，避免形成校外

教育盲区。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

育结合起来。通过家长会、告家长书等形

式，帮助家长掌握有关禁毒知识和教育子

女拒绝毒品、远离毒品的方法。同时激励

家长做好子女的榜样，形成良好的家庭教

育氛围。这种做法深受家长、社会的赞同，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区各学校还主动与

相关职能部门联系，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堵

截了学生参与吸、贩毒的源头，减少了学生

受引诱、教唆的机会，净化了教育的环境，

为禁毒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近年来丰富多彩、行之有效的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全区各地各校师生都能

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自觉抵制、远离毒

品，增强防毒、禁毒意识，营造了禁毒宣传

教育的良好氛围和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区教体系统积极开展禁毒教育宣传活动

增强师生防毒拒毒意识
营造文明和谐校园环境

遏制艾滋 关爱生命

区人民医院
为基层民警送清凉

近期，气温持续上升，酷暑难耐，广大

基层民警为城市的安全坚守在一线默默地

奉献，为表达对基层民警崇高的敬意，7 月

31 日，区人民医院前往区交警大队、安居派

出所看望基层民警，为他们送上菊花、金银

花、藿香正气液、凉茶等防暑解暑用品，并

希望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为全区人民群

众保驾护航的同时，注意防暑，保重身体。

一盒盒清凉药品，看似不起眼，却让在烈日

炙烤中坚守在一线的民警们备感惬意。图
为，医院班子成员将防暑解暑用品赠予民

警。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什么是艾滋病?

艾滋病是一种病死率很高的严重传染病，它的

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这

个命名表达了三个定义：第一，获得性：表示在病因

方面是后天获得而不是先天具有的，是由艾滋病病

毒（HIV）引起的传染病；第二，免疫缺陷：主要是病

毒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损伤而导致免疫系统的防

护功能减低、丧失；第三，综合症：表示在临床症状

方面，由于免疫缺陷导致的多种系统的机会性感

染、肿瘤而出现的复杂症候群。

感染者与艾滋病患者有什么不同?

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后的繁殖需要一定的时

间。在开始阶段，感染者的免疫功能还没有受到严

重破坏，因而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把这样的人称

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感染者的免疫功能被破

坏到一定程度后，其他病菌就会乘虚而入，这时，感

染者就成为艾滋病患者了。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发展到艾滋病患者可由数月至数年，一般为 8-10

年，最长可达 19 年。

健康人是怎样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

传播。

艾滋病有哪些症状?

从感染艾滋病病毒到发展成艾滋病患者，可分

为三个时期：

(1)急性感染期。一般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后 2-6

周出现。表现为发热、咽喉痛、淋巴结肿大、皮疹

等，一般持续约两周自行消退。但不是所有的人都

会有明显的急性感染期，出现率约为 50％-75％。

此期感染者具有传染性。

(2)无症状感染期。其特点是没有明显的症状，

是艾滋病的潜伏期。潜伏期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具有传染性，又称作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时的

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检出率几乎达 100％。

(3)艾滋病期。表现为全身症状，如持续不规则

低热；持续性全身性淋巴结肿大，特别是除腹股沟

以外，全身有两处以上部位淋巴结肿大，一般 1 厘米

大小，不疼痛；持续慢性腹泻；三个月内体重下降

10％以上；盗汗，初为夜间出现，继而发展到白天也

存在；极度乏力、记忆力减退、反复头痛、反应迟钝

乃至痴呆；出现肺炎、结核、肠炎等，甚至肿瘤。艾

滋病病毒抗体阳性。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整理）

长期以来，区教体系统根据新时期德育工作特点，将禁毒教育作为各学校德
育工作重要内容，做到宣传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在既往工作基础上，立足
学校实际，积极开展禁毒教育宣传活动，使学校师生初步了解禁毒的基本常识，
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防毒、拒毒意识，营造了一个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以攻坚的以攻坚的以攻坚的决决决心心心 以必胜的信心以必胜的信心以必胜的信心

全面打响禁毒大会战

珍爱生珍爱生命命

远离溺远离溺水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