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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学问大
专家为您来解惑

本报讯 分娩后最初 2天“乳汁
不足”怎么做？ 婴儿吸吮时为什么母
亲感到乳房疼痛？ 母亲感冒或患病
时该如何对新生儿进行喂养？ 日前，
在市妇幼保健院孕妇学校，专家们围
绕母乳喂养常见问题为准妈妈答疑
解惑，帮助她们破解喂养宝宝中常见
的“烦恼”。
今年 8月 1日—7日是第 28个

世界母乳喂养周，主题为“助力父母，
成功母乳喂养”。 市妇幼保健院通过
开展孕妇学校母乳喂养主题讲座、张
贴海报宣传、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营造母乳喂养氛围，
向广大孕产妇及家属宣传母乳喂养
的好处及母乳喂养相关知识与技能，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当天的孕妇学校上，不只准妈

妈们热情参与，年轻的准爸爸更是听
得认真。 “对新生儿来说，母乳是世
界上最好的食物。孩子生下来 1小时
就要开始母乳喂养，6个月以内提倡
纯母乳喂养，6个月时给孩子添加辅

食，提倡孩子母乳喂养至 2岁。”随着
PPT的演示， 不少人还拿出手机拍
摄或记录下来。

“听说母乳喂养对母亲和孩子都
有好处，这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
名准妈妈的发问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专家介绍，纯母乳喂养 4—6月，可有
效预防婴幼儿过敏性疾病 （牛奶过
敏、特发性皮炎、哮喘）的发生；促进
胃肠道黏膜成熟； 改善神经智力发
育；对于孩子粗大、精细运动，解决问
题能力以及社交能力都有积极影响。
“母乳喂养对产妇来说也是‘双赢’之
举。 新生儿的吮吸可以刺激催产素
的分泌，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
血，促进产后恢复；降低乳腺癌、卵巢
癌、子宫内膜肿瘤、骨质疏松的发生
率”。
为了让家属掌握挤奶等母乳喂

养适宜技术，讲座还通过使用乳房道
具、婴儿模型等进行现场示范。 特别
设置的趣味竞答环节，让大家在轻松
活跃的氛围里， 掌握了科学哺乳技
巧， 得到了准妈妈及家人的一致好
评。

淮北卫校组织干部职工
接受红色革命教育

让青春在护佑健康中绽放光彩

市妇幼保健院首次举办新员工入职仪式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
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敬佑生
命，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精进
审慎……”“终身纯洁，忠贞职
守， 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勿
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
害之药……”8月 8日上午，随
着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起，市
妇幼保健院 64名新员工正式
宣告入职，在医院部分职员代
表和家人的见证下，成为守护
人民生命健康的白衣天使。
举办此次活动，旨让新员

工感受医院厚重的发展历程
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理解
“以保健为中心、 以保障生殖
健康为目的，保健与临床相结
合，面向群众、面向基层和预
防为主”的办院方针，尽快融
入到妇幼这个大集体中。
后起之秀，襟怀澎湃。 现

场，院领导班子为新职工代表
配发工作服、 佩戴上岗证；护
理部和各位护士长为新入职
护理人员“授帽”，并带领新员
工进行了庄严的入职宣誓。

“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你们就迎来了人生中一段新
的旅程，身上多了一份社会责
任。 要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从习惯于被‘呵护’的思想中
摆脱出来，专注学业务、学服
务、学做人，去体会、去挖掘、
去传承。 只有这样，才能在从
医的路上走得更稳更扎实，在
事业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

党总支书记、院长任少杰语重
心长的话语，让新人们感触良
久， 更生出了一份医院是我
家、发展靠大家的责任担当。

从稚嫩的医学生走上医
务工作者的岗位，是学子们人
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我
们将会加倍努力，把‘仁心仁
术、护佑健康’的宗旨融入到

工作岗位中， 对自己高标准、
严要求，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
好医生”， 来自蚌埠医学院公
共卫生专业的郭亚亚代表新
员工激情表态，赢得了阵阵掌
声。
据了解， 入职仪式前，市

妇幼保健院举办了为期 3 天
的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内容

包括医院文化、 医德医风教
育、医疗管理法律法规、医院
各项规章制度、职业防护和医
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健康教
育与医院宣传、心肺复苏等。
医院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通过岗前培训和入职仪式，将
进一步树立新职工职业认识，
更快地以主人翁身份投入到

妇幼的发展建设中。 同时，引
导鼓励无论是风华正茂的骨
干人才，还是朝气蓬勃的应届
毕业生，都正以市妇幼保健院
作为新的起点，在职业发展的
新征程上蹄疾步稳， 矢志不
渝， 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
爱之心的名师名医。

杜集区完成 2019 年农村订单
定向医学生毕业安置工作

石台镇卫生院完成年度
宫颈癌免费筛查工作

“康哲杯”青年医师演讲比赛

淮北矿工总医院医生丁芳
夺冠安徽赛区

不断推进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目标实现

相山区积极构筑重点人群健康保障体系
本报讯 相山区高度重视

重点人群健康， 今年以来，积
极围绕保障妇幼健康，为老年
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和医疗服务，深入实施健康扶
贫工程，做好特殊人群健康服
务等方面做实文章，不断推进
共建共享、 全民健康目标实
现。

相山区严格落实免费婚

检、孕前优生、产前筛查等惠
民项目，优化孕前、孕中和产
后全程服务；强化孕产妇、0—
6岁儿童健康管理， 畅通高危
孕产妇及急危重症新生儿救
治绿色通道，切实保障母婴安
全。目前全区免费婚前医学检
查 3690 例， 孕产妇保健率
93.61%， 儿童保健率 87.78%，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率 68.85%。
围绕老年人健康需求，各

级卫生健康部门做实基本公

卫老年人健康服务项目，做好
健康状况评估和健康指导，65
岁及以上老人签约服务覆盖
率达 62.8%； 开展老年健康教
育，普及疾病防控、老年健康
知识，提升老年人群自我健康
管理意识；打造多元养老服务
模式，全区设养老机构 10家，
床位 1500张， 其中医养结合
机构 4家， 推进居家养老、医
疗养老、 家庭护理融合发展，
满足不同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在将全区 221名计生特殊
家庭人员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范围的同时， 相山区专门和
特扶对象发放 225张价值 7.07
万元的“爱心体检卡”；开通两
条特殊家庭就医 “绿色通道”，
解决特扶对象看病难问题。 此
外， 健康指导员定期上门开展
健康教育及心理疏导， 全程守
护特扶人员身心健康。

全民健康， 一个都不能
少。相山区构建贫困人口基本

医保、大病救助、“351”、“180”
政策保障网络，贫困人口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应签尽签，
切实减轻就医负担。 精准落实
健康扶贫“一站式”就医结算，
杜绝贫困患者 “垫资跑腿”现
象。 2019年为全区 1467名贫
困人口代缴新农合 32.27 万
元，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包价值
15.81 万元 ， 全区健康扶贫
“180”工程补偿 1246人次、补
偿金额 9.49万元。

未雨绸缪常练兵 防患未然保安全

市中医医院进行院感暴发应急处置桌面推演

本报讯 8 月 6 日下午，
市中医医院举行了一场医院
感染暴发桌面应急推演，旨在
进一步做好医院感染防控管
理工作，检查检验医院应急队
伍组织的应急反应能力、医
疗诊治效率、 设备器材及防
护用品等方面的备战情况。
医院流行病调查小组、 诊断
救治小组、 消毒与隔离技术
指导小组、 后勤保障组等相
关组织部门人员参加此次模
拟推演。

推演伊始，市中医医院院
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部
首先向大家解读了医院感染
暴发相关知识， 接着以“ICU
病区相继发生 4 例肺部感染
病例，4例培养显示鲍曼不动
杆菌，疑似院感暴发”为脚本，
细致桌面推演了院感易发重
点科室在发现特殊情况后，医
院各相应组织部门间分工协
作的处置应对流程措施。

演练中，ICU病区感控医
师发现疑似院感情况后及时
上报院感办，院感办负责人即
刻带领院流行病调查小组人

员赶赴 ICU病区，查阅病历、
听取病情介绍，从时间、空间、
人员分布等进行认真分析，初
步判断为一起疑似医院感染
暴发事件，并立即上报给医院
院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
小组总指挥，做好调查表的填
写记录工作。

紧接着， 医院立即启动
医院感染暴发应急预案，即
通知医疗救治组（医务科、临
床医学检验科）、消毒隔离指
导组（院感办、护理部）、后勤
保障组（药剂科、肾病科、总
务科） 等部门负责人对本起

事件进一步调查。
随后， 临床医学检验科

进行科室环境微生物监测采
样； 消毒隔离指导组及时隔
离患者并对病房进行清洁消
毒； 医疗救治组对感染病例
病情进行讨论、明确诊断、研
究救治方案、积极救治病人。
核实感染暴发后， 医院还向
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并持续关
注感染控制情况……

演练结束后， 医务处与
参加推演的各工作组专家，
针对医院感染暴发后可能出
现的实际问题作了细节讨论

并提出解决方案。 医院要求，
广大医务人员在平时的工作
中要增强医院感染防控意
识， 认真落实消毒隔离制度
及手卫生， 同时熟悉感染暴
发处置流程， 做到在任何紧
急情况下都能从容应对。

通过此次医院感染暴发
应急处置桌面推演， 进一步
提高了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
暴发事件的认识， 增强了医
院对感染暴发事件的快速响
应及应急处置能力， 同时也
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机制，达
到了预期效果。

本报讯 近日，中华心血管病杂
志 “康哲杯” 青年医师 2019高血压
“Speak King” 演讲比赛安徽赛区决
赛在合肥举行。 经过激烈角逐，淮北
矿工总医院肾内科青年医生丁芳力
压群雄，荣获安徽赛区第一名，并代
表安徽赛区参加华东大区的演讲比
赛。
比赛中，来自全省各医院的诸多

青年医师先后登台展示了各自带来
的优秀病例， 大家精彩的演讲赢得
了嘉宾评委和同行们的热烈掌声。
评委专家们从选手的演讲内容、语
言表达、形象风度、整体印象等多方

面进行了综合评比， 并进行了精彩
点评。

经过评委们的认真评选， 来自
淮北矿工总医院肾内科青年医生丁
芳凭借清晰的思路、缜密的逻辑、精
美的课件制作以及娴熟的演讲技
巧，从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以优
异的成绩获得本次比赛的第一名。
据悉，近年来，我国成人高血压

的患病率逐渐升高， 因高血压引起
的相关并发症严重影响群众的健康
安全。 本次演讲比赛由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和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 旨在加强青年医务工作
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不断提高青年
医务工作者对高血压疾病的认识和
诊治水平，促进心血管病学的发展。

本报讯 近日，杜集区
卫健委顺利完成 2019 年 6
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毕
业安置工作。
明确专人负责。该区高

度重视医学定向生就业安
置工作，安排分管副主任及
1名具体工作人员，提前与
毕业生联系，及时掌握毕业
生基本情况及毕业报到时
间。 多部门沟通参与，共同

推进。制定《关于 2019年毕
业定向医学生入编的报
告》，及时沟通区编办、区人
社局，协调定向生入编及办
理养老、医疗、公积金等相
关工作。 加强汇报，及时签
订合同、及时入编。 杜集区
卫健委主要领导就毕业生
安置工作及时向区主要领
导汇报，医学定向生顺利与
安置医院签订培训协议、岗
位聘用合同， 完成入编、安
置等相关工作。

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

学生培养项目，是加强以全
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
卫生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
举措，是建立和规范全科医
生培养制度的一个重要途
径，也是深化医改的目标任
务之一， 截至 2019年杜集
区共计委托培养医学定向
生 19人， 为杜集区基层医
疗机构人才队伍建设注入
新鲜血液，有效地缓解了基
层医疗机构人才匮乏的情
况，促进了杜集区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 杜集区石
台镇卫生院完成年度育龄妇
女的宫颈癌免费筛查工作。
为做好此项工作，石台镇

卫生院安排专职人员在辖区
各村进行筛查登记，安排 3名
妇产科人员专职开展筛查工
作。 在筛查诊疗进行的同时，
工作人员积极向育龄妇女宣
传宫颈癌的危害，宫颈癌疾病
预防等相关知识，让广大农村

妇女学习保健知识，增强健康
意识。 对检查出的宫颈肥大、
宫颈糜烂等问题现场提出指
导意见， 并进行健康干预，科
普健康知识。8月初，完成全镇
1400 名育龄妇女宫颈癌筛查
服务工作。

通过农村妇女宫颈癌免
费筛查项目的开展，增强了广
大农村妇女自我保健意识和
健康水平， 促进家庭和谐，大
大提高了辖区妇女对宫颈癌
疾病的预防意识，收到良好的
效果。

本报讯 日前，淮北卫校组织十
余名退伍军人干部职工赴赵汇川将
军事迹陈列馆、 小李家和临涣淮海
战役总前委旧址开展红色革命教
育，集体过“军人政治生日”，缅怀先
烈伟绩，传承革命精神，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营造浓厚氛
围。

开展此项活动，旨在为纪念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 92周年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准确把握和重
温“八一”建军节的由来及其深刻内
涵，实地接受革命教育，用钢铁般的
意志武装头脑， 提高思想政治觉悟，
牢记宗旨意识，坚定理想信念，永葆
军人作风，认真履职尽责，有效推动
工作。

在赵汇川将军事迹陈列馆，大家
仔细观看、深情品读，充分了解赵汇
川将军的历史生平和革命事迹，一件
件珍贵的历史照片、 文物和影像资
料，生动再现了赵汇川将军对理想信
念的崇高追求、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

情、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 小李家
和临涣文昌宫均是淮海战役总前委
旧址所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
伯承、陈毅、邓小平运筹帷幄，为夺取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写下了光辉的
篇章。 大家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
件文物展柜前，驻足凝视、深情追思，
大批珍贵文物和丰富史实资料，生动
展示了这块红色土地的革命岁月和
光荣历史，无不催人奋进，净化心灵，
砥砺进取，深切领悟红色基因、传统
文化、革命精神。
通过此次活动， 大家纷纷表示，

革命先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敢于
担当的革命意志，虽跨越时空，历久
弥新，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结合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充分发
扬无私奉献的实干精神，以革命先烈
为榜样，秉承革命传统，永葆革命军
人作风，坚持对党忠诚的品质，坚守
纪律规矩的底线，砥砺敢于担当的勇
气，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
和务实的作风，积极投身到卫生职业
教育工作中去，创先争优，为建设健
康淮北作出更大贡献。

为新入职护理人员“授帽”。 ■摄影 通讯员 张娉娉

现场示范母乳喂养。 ■摄影 通讯员 张娉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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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韩惠 通讯员 万玉琼 ■记者 詹岩 通讯员 杨家运

实习生 祁卫红

■通讯员 张强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张娉娉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刘锋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祖蔡丽 刘锋

■记者 詹岩 通讯员 葛德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