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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府谷县三道沟镇卫计系统联
合妇联、司法等组织，开展了以“举法治
大旗，倡婚育新风，促人口和谐”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围绕计生优惠政策、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等内容，针对育龄群众与
计划生育家庭进行讲解。免费发放了优
生优育知识、孕期保健、青春期健康等宣
传资料，发放免费药具200余盒。

本报通讯员赵建飞摄

学几招健身法
近日，榆阳区沙河路街道办特邀陕西站安

全健康教育中心讲师赵妮，围绕遇突发状况怎
样紧急救护、雾霾的危害及预防、经络穴位养生
等知识，结合职业病的症状、预防等讲解了健康
知识。

图为听课人员学习健身方法。
本报通讯员叶雯摄

“两癌”随访到户
近日，靖边县妇幼保健院“两癌”（宫颈癌、乳腺

癌）技术指导小组深入龙洲镇、东坑镇三岔渠“两癌”
阳性患者家中进行随访。随访中，小组成员检查了患
者的身体状况，并对患者进行了心理疏导，嘱咐她们
按时复查。

另悉，自2012年实施“两癌”免费检查项目以来，
靖边县妇幼保健院为全县10万余名农村妇女进行了
免费检查，查出宫颈癌阳性病例213人，乳腺癌阳性
病例14人。

本报通讯员李靖 白凌燕摄

医疗扶贫
近日，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邀请西安知名医疗专家，组成
医疗扶贫工作小组深入所帮扶
的子洲县艾家河村，开展医疗
扶贫活动。

医疗专家们为村上的贫困
群众免费测血糖、量血压、做心
脑血管疾病普查和颈肩腰腿痛
检查，对常见病、慢性病进行初
步筛查、诊断。当天共体检
150余人，发放健康教育宣传
资料300多份，免费测血糖、量
血压100余人。

本报通讯员艾朵朵摄

本报通讯员郝鹏 李瑞 罗
喜林报道 8月3日至4日，第五
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论坛暨第二
届全国医联体建设大会在西安举
行，神木市医院喜获“县域医院优
秀传播奖”“县域卫生文化百花
奖”“县域医院影响力价值奖”荣
誉，院长王强被授予“县域医院优
秀院长”称号。

在有全国各县卫健委领导、县
市医院院长、学科带头人、医生集

团负责人、优秀基层医生代表共
2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与会人
员就县域医疗改革成就、县域政策
动向、分级诊疗（医联体）实战模
式、互联网推广等一系列热点话题
展开热烈探讨。神木市医院院长
王强在主论坛和分论坛上作了“县
级医院在分级诊疗体系中的作用”
和“加强医院宣传工作、助力医院
品牌传播”的专题发言，受到与会
领导和同行的高度赞誉。

在第五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论坛暨第二届全国
医联体建设大会上

神木市医院获多项荣誉

本报记者王婷报道 近日，
记者从市爱卫办获悉，该办在
我市城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
40 天的夏季病媒生物防制活
动，以降低榆林中心城区四害
密度，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病媒
生物防制成果，目前进入活动
实施的第三阶段——集中消杀
阶段。

此次防制活动重点单位和
场所为农贸市场、小餐饮门店、
豆腐作坊、宾馆、饮食店、副食
店、建筑工地、废品收购站等。

时间从7月15日开始，8月25日
结束，共分为防制项目招标采
购、防制设施建设、集中消杀、效
果评价及检查验收4个阶段。病
媒生物防制设施建设采取以单位
和居民住户自行建设为主、重点
区域由市爱卫办委托专业防制公
司配合实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集中消杀阶段采取以单位和居民
自行杀灭为主、专业消杀公司配
合实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消杀
效果评估由专业防制公司和市疾
控中心验收评估。

自2018年5月，市卫计局实
施构建新型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
以来，靖边县东坑镇全面启动镇
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工作，第
一批纳入管理的村卫生室有金鸡
沙、小桥畔及新建3个村。

东坑镇确定“以镇带村、以
村促镇、镇村一体、共同发展”
的理念，探索实施六统一、两突
破、两独立、一不变的“六二二
一”管理模式（即统一行政管
理、统一业务管理、统一人员管
理、统一药械管理、统一财务管
理、统一绩效考核；待遇保障突
破、养老保障突破；独立财务核

算、独立负责人地位；所有权形
式保持不变）。

结合实际情况，该镇在“一体
化建设”中，着力于村卫生室的规
范化建设、村医待遇保障及综合
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将村医
纳入到统一的管理体系中；建立
镇村卫生院的绿色通道，进村宣
传医疗知识，树立村民的防病意
识。乡镇卫生院与村医建立聘用
合同关系，医院统一为60周岁以
下村医购买靖边县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每人每年政府代缴2000
元，购买至60周岁为止。

文/王易捷

靖边县东坑镇

积极推进镇村卫生一体化建设

住宅被淹时如何避险

对那些洪泛区低洼处来不及
转移的居民，其住宅常易遭洪水
淹没或围困。在这种情况下：安
排人员向屋顶转移，并安慰稳定
好他们的情绪。想方设法发出呼
救信号，尽快与外界取得联系，以
便得到及时的救援。利用竹木等
漂浮物将家人护送至附近的高大
建筑物上或较安全的地方。

怎样救助被洪水围
困的人群

由于山洪汇集快、冲击力强、
危险性高，所以必须争分夺秒救
助被洪水围困的群众。任何人
接到被围困的人发出的求助信
号时，以最快的方式和速度传递
求救信息，报告当地政府和附近
群众，并直接投入解救行动。当
地政府和基层组织接到报警后，
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带领抢
险队伍赶赴现场，充分利用各种
救援手段全力救出被困群众。
行动中还要不断做好受困人群
的情绪稳定工作，防止发生新的
意外，特别要注意防备在解救和
转送途中有人重新落水，确保全
部人员安全脱险。仔细做好脱险
人员的临时生活安置和医疗救护
等保障工作。

山洪到来转移不及
时如何自救

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
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高地、
楼房、避洪台等地转移，或者立即

跑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
等地暂避。如山洪继续上涨，暂
避的地方难以自保，则要充分利
用现有的救生器材逃生，迅速找
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泡沫
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
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
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
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
情，积极寻求救援。注意：千万不
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
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土坯房的
屋顶。如已卷入洪水中，一定要
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
西，寻求机会逃生。发现高压线
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
一定要迅速远避，防止触电。

防御山洪十要十不要

要加强防灾避灾意识，不要
麻痹大意

要迅速转移，不要贪恋财物
要远离危险区，不要在桥上、

河边看水
要警惕滑坡，不要在石岩下

避雨
要避开河道，不要在河里打

捞物品
要镇定撤离，不要在山洪到

来时惊慌失措
要往河谷两侧撤离，不要顺

河谷方向跑
要爱护公共财物，不要损坏

监测预警设施
要服从指挥统一转移，不要

擅自行动
要服从安置，不要随意回到

灾害发生区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供稿）

集中灭杀四害

我市开展夏季病媒生物防制活动

山洪灾害来临如何避险

关爱健康在行动

今年8月7号迎来立秋节气。
立秋并非意味着真正秋天的到
来。立秋后，炎夏的余热未消，尽
管昼夜温差变大，但是白天仍然很
热，暑气逼人，天气逐渐转向干
热。所以，防暑降温还要继续，不
能有丝毫怠慢。如何度过这炎热
干燥的初秋季节？一起来看看。

防暑降温不放松

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
而秋季干燥，肺是喜润恶燥的脏
器，燥易伤肺。肺之气阴不足，会
对外界不良刺激的耐受性下降，易
出现鼻痒干燥、咽干喉痛、咳嗽喘
息等一系列呼吸道疾病。立秋后，
需要润燥、养阴、润肺。

预防秋燥，首先要保证日常充
足的饮水，也可以通过日常饮食，
如粥、豆浆、牛奶来协助补水，同时

多吃些萝卜、莲藕、葡萄、番茄、梨
等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另
外，要尽量少食或不食辛辣燥热之
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
秋燥症状。

今年立秋仍处在“三伏天”内，
暑气一时还很难消。专家提示，此
时节只是早晚天气偏凉，白天依然
酷热，居民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要
注意防暑降温，警惕“秋老虎”发
威。尤其是在户外或高温环境下作
业的人群，一定要小心中暑的发
生。建议大家室内开空调时间不宜
过长，夜里最好不开或只除湿。

寒凉食物不多吃

老百姓常言“秋瓜坏肚”。意
思是说，此时节，凉性食物要适量
食用，如西瓜、香瓜等。这是因为，
刚刚入秋，人的脾胃受炎热天气影

响，功能较弱，还未完全恢复，因此
入秋后养好脾胃很重要，能为一年
的身体健康打好铺垫。瓜类多属
凉性食物，多食伤脾胃，要适量食
用。同时，秋天干燥易便秘，应多
食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地瓜、
白菜、芹菜、豆芽、香菇、海带、紫
菜、卷心菜、胡萝卜、魔芋等，日常
多喝水，清晨5~7点是大肠经值班
的时候，此时喝一杯水可促进大便
通畅。

起居有节防感冒

立秋后，白天炙热的气温到了
晚上就会开始变得清凉起来，此时
节应顺应大自然变化，逐渐早睡晚
起些，以保证充足的睡眠。另外，
早晚温差过大，衣着也要根据一天
的温度变化来增减，否则冷暖失
宜，容易引起感冒。

日常建议按揉“足三里”穴位来
强身健体。该穴位于外膝眼直下四
横指处。最常用的按摩方式之一是
手握成拳，以食指第一指节的背面
作为着力点，或者手自然展开，以拇
指腹作为着力点，在选定的穴位上
绕圈按揉。按摩3～5分钟。

运动锻炼要适量

立秋后暑热仍没有完全消退，
在这个时节进行健身锻炼应该避
免剧烈活动，以免大汗淋漓，耗气
伤阴，加重秋燥。尤其要提醒中老
年朋友，相同的环境，相同的运动
强度，中老年人的承受能力要低于
年轻人，所以体力消耗过大的运动
项目不适合中老年人。运动的时
间段最好选择一早一晚进行，高温
环境下不适合运动。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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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养生小妙招

倡导婚育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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