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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夏开始

就做好夏季

养生的准备。

5月28日，神东在
米脂县杨家沟镇卫生院
举行“送医下乡”义诊活
动，现场为村民进行呼
吸内科、普通外科、心血
管内科等多类检查，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医
疗专家的诊疗服务。

此次“送医下乡”义
诊活动为期4天，主要
为村里的贫困户做健康
体检，同时也为村民开
展免费病情筛查、诊疗
等活动，共在杨家沟镇、
桃镇等地接待就诊群众
600余人。

本报通讯员安卓
君 高瑞摄

6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
作任务》，总共列出了 36 项工作，
每一项工作都吸引着人民群众的
目光。

从2011年开始，国务院每年都
会印发一次关于医改工作的年度
重点任务及工作安排。这些重点
任务及工作安排，很多都转化为了
人民群众现实中的获得感。比如，
2011 年提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积极开展提高重大疾病医疗保障
水平试点”等，就让人们看病就医
有了更多的保障，心也更踏实了。
2017年提出“大力推进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
疗联合体建设试点”等，也在各地

不断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更趋完善。

每一年的重点工作任务，都持
续推动医改向着纵深迈进。比如
关于医联体、医共体建设，今年要

“制定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在
500个县建设县域医疗共同体”；关
于公立医院绩效，今年要“全面开
展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建
立全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信息系
统”；关于完善短缺药品监测预警
机制，今年要“采取强化储备、统一
采购、定点生产等方式保障供应”。

每一年的重点工作任务，都在
加紧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制定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制
定互联网诊疗收费和医保支付的

政策文件，制定建立完善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等，都是为了
更好贴近民生所需。

每一年的重点工作任务，都在
着力消弭民生及行业痛点。为有
效防治癌症，今年要“加强癌症防
治，推进预防筛查和早诊早治，加
快境内外抗癌新药注册审批，畅通
临床急需抗癌药临时进口渠道”；
为确保疾控体系可持续发展，今年
要“加快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
革，完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功
能定位”；为药品价廉质优、供应有
保障，今年要“扎实推进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认真总
结试点经验，及时全面推开”。

回顾历年的重点任务及工作安

排，可以触碰到医改的脉搏，也勾勒
出医改顶层设计渐趋成熟的过程。
以当下人民群众的关注来触碰今年
的医改重点任务，则可以感受到医
改的温度、撸起袖子后的质感。健
康中国是座高楼，那么这些重点工
作任务就是构成高楼的砖石。为
此，更要部门间紧密协同联动，发挥
政策协同的效应，把“三医联动”理
念转化为医改的执行力。

（榆林市健康教育中心供稿）

本报通讯员刘峰报道 日
前，我市发布了2018年度榆林市
科学技术奖名单，榆林二院荣获
榆林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1项、
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

在获奖的4个项目中，纪文
军等主持完成的“重型颅脑损伤
综合救治体系的构建与临床研
究”获得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贾
喆等主持完成的“3D-CTA在颅
内动脉瘤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获
得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赵云鹤等
主持完成的“有晶状体眼后房型屈

光晶体植入术临床研究”获得市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杨锦国等主持完
成的“论经方在男科的应用”获得
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该院获得如此喜人成绩，与
近年医院对科研的重视支持密不
可分，体现了医务人员扎实的科
研基础、良好的科研素质和医院
医教研协同发展的成果。今后医
院将继续加大科研创新，催生高
尖技术和适宜技术产出，不断提
升医院核心竞争力和广大患者的
就医获得感。

榆林二院4项科研成果

分获市科学技术奖一二三等奖

本报通讯员王巧红报道 在
第33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
和第12个“全国疟疾日”来临之
前，定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
定边镇中心卫生院在新乐社区联
合开展了以“防控传染病 接种疫
苗最有效”和“消除疟疾 谨防境
外输入再传播”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进一步提高公众预防接种和
疟疾防控意识。

活动当天，采取悬挂横幅、发
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重点对
计划免疫的程序、各种疾病的预
防、预防接种的注意事项、预防接
种对保护儿童健康的重要意义和
疟疾防控手段等相关知识进行了
宣传。本次活动共发放预防接
种、防疟知识、疾病预防、传染病
知识等宣传资料1000余份，发放
指甲刀、折纸等宣传品400余个。

预防接种 守护生命

本报通讯员双冰鑫报道 近
日，靖边县计生协邀请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青少年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贾旭芳老师走进靖边二
中，为该校八年级的 24 个班、
1500余名师生上了一堂生动有
趣、浅显易懂的青春健康知识
课。还免费为在校师生发放《青
春期综合症预防》读本4500本。

课堂上，贾旭芳结合发生在
身边的典型案例，讲解了什么是
青春期和青春期生理心理变化及

预防青春期综合症应注意事项。
通过现场提问、解答、典型案例解
析，让师生明白进行青春期健康
教育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中的重要性。

青春期健康教育进学校活动
自2013年由靖边县计生协带头开
展以来，经过6年的发展，现已成
为县计生协的一张名片。活动以
身边典型性案例警示教育为手段，
旨在提升广大青少年的青春期健
康知识水平，预防青春期综合症。

青春健康教育进学校

本报通讯员杜银宝 高瑜报
道 6月4日，米脂县残联和米脂
县卫健局联合举办残疾人精准康
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培训会。培
训中，6名专业技术指导人员就
精准康复服务工作，肢体康复项
目，0-6岁残疾儿童精准康复服
务以及精神、智力康复项目，辅助
器具适配管理办法与适配技术，
精准康复管理系统APP操作等
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培训。

今年以来，该县深入开展残疾
人精准康复服务及残疾人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主动履行“代表、
服务、管理”职能，利用全国残疾人
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
态更新等有关数据，与卫生院共享
残疾人信息，并充分发挥残疾人专
职委员熟悉残疾人状况的优势，配
合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做好与残疾
人的对接和签约服务工作，助推残
疾人康复事业大发展。

就残疾人精准康复家庭医生

米脂县举办签约服务培训会

近日，西北妇女儿童医院蒋
美玲专家一行在靖边县妇幼保健
院开展巡回义诊帮扶活动，以此
推动健康扶贫对口帮扶工作提质

增效，深入推进“医联体”建设。
此次巡诊活动诊疗儿科患者 56
人次，妇产科患者72人次。

本报通讯员李靖 白凌燕摄

巡诊重点任务推动医改迈向纵深
叶龙杰

夏天昼长夜短，对很多人来
说，按点睡觉是个难事儿。因此，
初夏应及时调整作息，保证晚上
10点到11点就寝，早上5点半到6
点半起床，午饭后半小时短时午

睡。这样，等酷夏真正到来，我们
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了。

夏天，很多人怕出汗，不爱锻
炼。其实，适当锻炼，有利体内汗液
排出，帮助祛除体内湿气。不过，要

选择合适的运动，夏天应该少做一些
强度太大的运动，比如踢球、打篮球
等。可早起或晚上太阳下山后，到公
园或绿地散步、打拳、做操、跳舞等。

（据《中国妇女报》）

1.汗满：贪凉易伤阳，养阳按
揉足三里。初夏，天气渐热，汗液
的排泄也会加快，中医认为“气随
汗脱”，而“气者阳也”，所以人体阳
气也会受损。此外，热天人比较贪
凉，如空调、冷饮等，易受寒湿之邪
而伤阳。

江苏省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针灸科王亮主治中医师介绍说，
夏季养护阳气，补中益气比较适合
按揉足三里穴。该穴位在外膝眼
下3寸，距胫骨前嵴一横指，当胫
骨前肌上。取穴时，由外膝眼向下
量四横指，在腓骨与胫骨之间，由
胫骨旁量一横指，该处即是。

具体方法是，用拇指指面着力
于足三里穴位之上，垂直用力，向
下按压，按而揉之。其余四指握拳
或张开，起支撑作用。按揉时，会

产生酸麻胀痛和走窜等感觉，持续
数秒后，渐渐放松，如此反复操作
数次即可。

2.湿满：雨多伤脾胃，练练熊
戏祛脾湿。“小满小满，江满河满。”
说明这时开始，雨水多起来，导致
空气潮湿，各种皮肤病，如脚气、湿
疹、汗斑、湿性皮肤病、足癣等易发
生。中医认为，这些皮肤病的发生
与天气闷热及潮湿有关，尤以湿重
为主要致病因素。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运动
保健咨询门诊李靖副教授介绍说，
中医祛湿可通过健脾来实现，比较
好的健脾运动是五禽戏中的熊
戏。主要招式如下：身体仰卧，两
手抱着小腿，抬头，身体先向左滚
着地（最好在干净地面上或家中地
板上铺一层毛毯），再向右侧滚着

地，左右滚转各7次。然后屈膝深
蹲在地上，两手在身旁按地，上体
晃动，左右各7次。练熊戏时，要
像熊那样浑厚沉稳。

3.胁胀满：天热心烦，练练“坐
功”心静安。初夏由于气温增高，
很多人会感觉胸胁部位胀满，就
是胸口堵得慌，容易出现心烦的
现象。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治未
病科主任医师倪正推荐大家练练

“坐功”来除烦。明代著名养生学
家高濂在其所著的《遵生八笺》中
记载了“小满四月坐功”，具体方法
为：每日凌晨3时~7时，正坐，一手
手心向上用力托举，一手手心向
下，用力下按，各三至五次，然后牙
齿叩动36次，调息吐纳，津液咽入
丹田9次。

1.冰糖樱桃养胃祛湿。天津
市第一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
师谭桂军表示，酸甜可口的樱桃可
以益脾养胃，祛风胜湿。《名医别
录》中记载，“吃樱桃，令人好颜色，
美志”，樱桃富含铁元素和维生素
C，适量食用有养颜润肤之效。另
外，樱桃中维生素A含量较高，用
眼较多者吃些很好。

大家可以尝试冰糖樱桃饮。
樱桃洗净榨汁，调以冰糖当饮料
喝，能养胃，对食欲不振、腹泻也有
一定的食疗作用。还可以用鲜樱
桃泡酒，对关节疼痛、四肢乏力都
有一定效果。注意樱桃性温，阴虚
火旺者应少食。

2.爆炒蒜苔温通活血。河南
省中医院针灸科吕沛宛认为，蒜苔
是应季蔬菜，有温中下气之效，适
合这个季节给身体补充阳气。虽
然天热了，但有些人出现腹胀、腹
痛等症状，这是胃寒的表现，吃些
蒜苔有温补的作用。另外，蒜苔中
还含有辣素、大蒜素，有消毒杀菌
的作用。

不妨这样吃蒜苔：头天晚上把
蒜苔洗净切段，用盐和生姜腌制
（可以去辛辣），第二天早上将其爆

炒，炒熟一点，适合肠胃功能较弱
的人食用。但注意胃炎、胃溃疡或
热性体质者不要多吃。

3.吃黄瓜清热解暑。天津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
李艳玲指出，黄瓜性寒凉，水分也
特足，爽快又清
热。但很多
人不吃黄瓜
把 ，嫌 弃
它 口 感
涩，没
水
分，其
实黄瓜
中含有较
多 的 苦 味
素，尤其是尾
部，能降火、开
胃，吃的时候可千万别把黄瓜把扔
掉了。另外，黄瓜中含有丙醇二
酸，能抑制脂肪的吸收，想瘦身的
人可以适当多吃些。

切丝或拍黄瓜时很多水分和
水溶性维生素会流失掉，而生吃黄
瓜营养成分保存最好。注意黄瓜
不宜多吃，每天不要超过半斤，脾
胃虚寒的人应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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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吃应季“三鲜”

夜短要早睡，出汗也养生

初夏忌“三满”

本报通讯员万慧报道 近
日，榆阳区金沙路街道办事处金
榆社区集中开展了系列活动，对
辖区计生家庭开展多角度、多层
次的生育关怀。

活动期间，计生协工作人员
利用展板、设立宣传点、知识讲
座、健康咨询、走访慰问等方式进
行计生政策宣传咨询服务。在5
月29日举办的“助力健康金沙，
促进家庭和谐”的宣传帮扶活动

中，为金榆社区的7户计生特殊
家庭，每户发放500元慰问金及
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力所能及
地帮助计生特殊家庭解决实际
困难，从生活和精神上给予帮助
和抚慰。此外，利用社区所设置
的12个居民小组微信群里，不
定期推送计生服务相关知识，做
到居民“有问必答，有事必办”，
积极引导育龄期妇女关注计生、
关爱自己。

助力健康金沙 促进家庭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