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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

汝南县红十字会
举办首期救护员培训班

众所周知，结核病不可怕，因为90%以

上的结核病是可以治愈的。可怕的是近几

年出现的耐药结核病。时至今日，耐药结

核病尤其是耐多药结核病已成为结核病控

制工作的三大挑战之一。

我国是全球27个耐多药结核病高负

担国家之一，目前估计我国有12万耐多药

结核病例。耐药结核病是一种非常难缠的

疾病，由于病人感染的结核分枝杆菌对一

种或一种以上的抗结核药物产生了耐药

性，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往往疗程很长，耐

多药病人一般需要18～24个月，而且医药

费用是治疗一般病人的100倍左右，因此

不仅对社会公共卫生造成巨大影响，同时

昂贵的治疗费用和不良的预后对个人、家

庭成员均造成巨大心理和经济负担，是严

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疾病。

造成耐药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对结

核病不规范治疗造成的。如，患者没按要

求到结核病专业防治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

和管理，常常症状缓解就停药，有症状时再

服药，像这样循环往复，最终导致了耐药。

另外，病人自行用药、滥用抗菌素也易造成

耐药。

耐药结核病临床表现与普通结核病无

明显差别，临床症状多种多样，轻重不等，

与患者的年龄、机体的免疫状态、营养状

态、并存疾病、入侵的结核分枝杆菌的毒

力、菌量及病变部位及严重程度等均有关

系。

耐药结核病在治疗上应采取以化学治

疗为主的综合性治疗措施，才能取得最佳

的疗效，同时患者注意饮食调养，科学休

息，充足睡眠，都有利于促进康复。另外，

病人出门最好戴口罩，不去人群集中的公

共场所，不随便对人咳嗽，不随地吐痰等。

患者家中要保持空气流通和清新，不吸烟

酗酒，适当锻炼，增强体质。对新生儿应接

种卡介苗等。 （谢春雨）

3月11日，西平县电业局员

工来到洪河公园广场，向放风筝

的群众和风筝售卖者发放宣传

画册，讲解在电力线路下放风筝

的危害，提醒群众放风筝时要远

离电力线路和设备，确保线路设

备安全运行。

春天，是放风筝的好时机，

风筝挂线事故也时有发生，为杜

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国网西平供

电把保护电力设施作为近期的

重点工作，把防风筝挂线落实到

班组，组织人员对线路和设备加

强巡视，对重要线路、重点区域

加大巡视次数和巡视力度，及时

发现并制止在电力线路和设备

附近放风筝的行为，一旦发现风

筝绕线，第一时间清理；在放风

筝集中的场所安装警示牌，张贴

宣传画，并组织志愿者向群众和

售卖风筝者发放宣传画册，讲解

在电力线路下放风筝的危害，增

强群众电力设施保护和自我保

护意识；通过广播、电视、官博、

短信等向群众宣传保护电力设

施知识，引导群众放风筝时自觉

远离电力线路，营造休闲和安全

共赢局面。 （刘静）

社旗电业：开展春季安全大检查

近期，社旗县电业局扎实开展春季安

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对全县所有高低压供

电线路、设备逐一进行排查，对线下植树等

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同时，加大电力设施

保护宣传，确保群众用电安全可靠。（刘哲）

安阳中行规范操作加强风险防范

今年以来，中行安阳分行以规范日常

操作，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为目标，在

全辖开展“业务操作风险防控合规年”活

动，让员工树立主动合规、自觉合规的理

念，以进一步夯实健康发展的内部环境。

（张华）

召开新学期班主任工作会议

开学第一周，郑州市惠济区师家河小

学组织召开了新学期工作会议，对新学期

开学初班级工作进行详细的部署，为学校

各项常规工作的开展与落实，为良好和谐

的班风、校风、学风创建作了有效的指导。

（李换）

开学第一周 安全教育不放松

新学期伊始，郑州市惠济区石桥小学

利用主题班会、黑板报、橱窗宣传栏等方式

开展了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动。同时，学校

的领导和教师对学校教学设施、体育设施、

消防器材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查。

（毛海文）

白云寺镇“带任务、捎回执”确保进村

联户取实效

自“千名干部进千村联万户”活动开展

以来，商丘市民权县白云寺镇严格按照活

动要求，围绕结对帮扶，推行“带任务、捎回

执”工作法，确保活动落实有效。

带任务，活动抓“实”。该镇党委政府

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宗旨，开展下基层、

听民声、分民忧、解民难活动，把群众反映

的意见与建议认真归纳梳理，定期召开活

动情况汇报会，研究制定科学解决办

法。

捎回执，落实有“点”。围绕群众反映

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面实行干部代办

制度和党员互助活动，选派人员下基层，推

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并将每项工作任务

的完成情况让群众打分，让群众验成效，同

时将群众回执单报送镇党委政府，作为年

终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管艳勤）

南乐电业局狠抓企业形象

近日，南乐县电业局从人民满意的地

方做起，从人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注重从

小事入手，加强细节管理，“六抓六促”提升

南乐电力形象。一是抓学习，促提高。二

是抓纪律，促整顿。三是抓服务，促效率。

四是抓监督，促监管。五是抓热线，促和

谐。六是抓节约，促廉政。 （冯颜敏）

南乐县电业局软硬两手抓春检

近日，南乐县电业局对春检安全采取

“软硬”两手抓，确保春检工作取得实效。

提高春检安全“软实力”：加大安全教育培

训力度，开展安全文化建设，将“要我安全”

转变为“我要安全”。强化“硬实力”：改善

安全生产工器具配备，不定期对工作现场

进行检查，对发现的违章行为严肃处理。

（孙昭荣）

封丘县检察院稳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落实

封丘县检察院始终把贯彻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两个责任”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大

事要事来抓，按照省、市院的党风廉政建设

的具体要求，紧紧围绕“主体责任”的要义，

一是狠抓组织领导，明确责任主体；二是狠

抓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水平；三是狠抓制度

创新，堵住管理漏洞等重点环节，使党风廉

政建设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彩霞）

渑池县开展电网安全大检查

为加强春季渑池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3月19日，渑池县供电公司7个安全督察小

组，对局属12个科室、14个基层供电所、2

个35千伏集控站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重

点督察，排查县域内电网的安全隐患，确保

电网安全可靠稳定运行。 （徐晓丽）

镇平电业：防范山林火患护航电网安

全

3月19日，镇平县电业局全面启动线

路通道山林防火工作，组织人员逐条线路

排查，对易发山火区域进行登记，并专门聘

用群众护线员对所辖线路段进行每日巡

查，发现山火后立即报告和处置。此外，还

加强对群众防火护电知识的宣传，护航电

网安全。 (袁文俊)

鹿邑县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3月12日，鹿邑县四大班子领导到马

铺镇军吴村植树基地，与青年志愿者、县林

业局干部职工及当地镇村干部和群众等

200多人一起参加植树活动。经过一个多

小时劳动，栽植泡桐1000多株，为建设生

态美丽鹿邑再添新绿。 （马国库）

日前，驻马店市红十字生命健

康安全教育项目执行单位——汝南

县红十字会在汝宁街道西关社区成

功举办了第一期救护员培训班。

来自西关社区7个小组的群

众骨干和社区“两委”班子以及保

安共40人参加了首期救护员培训

班。经过两天紧张而有序的理论

学习和实操训练，学员不仅掌握了

心肺复苏、创伤救护、意外伤害等

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而且顺利通

过了理论和实操考核，很快就能拿

到救护员证书。

培训结束时，学员张三毛领到

误餐补助金后激动地说：“红十字

会不但免费为我们社区居民培训

急救知识，还发放生活补贴，上哪

能找到这样的好事儿？”

据悉，汝南县红十字会为了能

使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项目

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救护员第一

期培训班开始前做了大量而周密

的准备工作。从项目发布、学员招

募、资料、教具准备到培训、考试、

考核，严格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救

护员培训教学大纲》要求，精心组

织，规范实施，为后期开展救护员

培训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李勤

玲杨晓河）

“张医生，您讲得真好，面对

面地让俺学到了孕产期知识，易

懂易记又省时方便。下次办这样

的学习班，俺不仅自己来学习，还

要通知俺村其他的准妈妈一起来

学习。”近日，商水县舒庄乡计生

办在乡人口学校开办了“关爱准

妈妈”学习班，高庄村的一位准妈

妈在讲课结束时拉住张玲医生的

手说。

此次全乡共有60名准妈妈参

加了培训。在学习班上，乡卫生

院妇产科医生张玲从围产期保健

常识的角度，就有关孕前、孕期以

及哺乳期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

了现场讲解，并就大家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答疑，这种有问有答的

互动式培训吸引了当地不少育龄

妇女。

据了解，该乡举办“关爱准妈

妈”学习班，目的是为了推动出生

缺陷干预工程的实施。通过讲

座，向准妈妈们传授初级育儿知

识、围产期保健知识，帮助孕妇、

哺乳工作期妇女合理补充营

养。 （乔连军）

“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

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

植我们的精神家园。”3月1８日早

上8点，宝丰县人民医院办公楼会

议室，院领导正带领职能科室干部

进行晨读。当天，院领导和职能科

室干部35人参加了学习。

宝丰县人民医院十分注意医

院思想文化建设。近段时间，医

院领导发现部分职工虽然生活水

平提高了，但幸福感并未同步提

升，有的人甚至出现价值观模糊

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院

党委决定利用早上交班时间带领

职能科室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改革热

点面对面》两本书，以期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固本培元、凝神聚

气，传递正能量。

“学习组织得太及时了，通过

学习，更加坚定了对我们党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

定了立足岗位，为病人提供优质

服务的信心。”护理部主任杨新新

说。

（韩素）

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发现、治疗并治愈每一位患者

结核病是一种经呼吸道传播的慢
性传染病，在全球广泛流行。据2014
年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结核病年度报
告，每年约有900万新发结核病人，150
万人死于结核病。结核病已成为重大
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国是
世界上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
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结核
病健康教育是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的
主要措施之一。

今天是第20个“世界防治结核病
日”，本版特约请省疾控中心结核病预
防控制所专家撰写了一组稿件，帮助
大家了解和预防结核病。

春季，是结核病的高发期。而根据全

国和我省学校结核病的疫情特点，在此期

间，学校特别是寄宿制学校更易暴发结核

病。为什么学生易在春季发生结核病？

这是由学生身体素质、学校特殊环境、

结核病的传播特点和环境因素等综合因素

造成的。

首先，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阶段，机体

免疫功能尚不完善，由于学习负担重、压力

大、精神紧张，加上生活不规律、营养不良、

体能锻炼少等因素影响，一旦感染结核菌

后，容易发生结核病。

其次，学校是人群高度集中的场所，师

生在一起学习和生活，不仅相互间接触密

切，而且接触时间长，如果有同学患有活动

性肺结核的话，那么他/她在咳嗽、咳痰、打

喷嚏或大声说话时，就会将结核菌通过喷

出的飞沫传染给更多的同学，极易造成学

校结核病的传播流行。

再者，人体从受到结核菌感染到发病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在感染后1年内发

病机会最大。但学生由于自身的身体素

质，感染后发病较快，短则2～3个月后发

病，且发病率高。冬季学校由于教室、宿舍

等公共场所门窗经常关闭，且无机械通风

设施，一旦有结核病传染源的存在，同班

级、同宿舍的同学就会感染，而经过冬季的

感染，一部分会较为集中地在春季发病，造

成学校结核病暴发流行，有的甚至构成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了减少结核病在学校的传播，在发

现结核病患者前，学校要重视结核病的防

控工作，一是注意加强教室、学生宿舍等人

群密集场所的通风，降低结核杆菌的浓

度。二是进行结核病健康教育，提高学生

对结核病的认知水平，增强自我防护意

识。三是督促学生锻炼身体，提高机体抵

抗力。

（徐吉英）

结核病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多数

结核病人在患病期间会处于一种营养失衡

状态，因此结核病人在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时，也要在饮食方面增加营养，从而弥补因

疾病所致的消耗，促进身体的修复。结核

病人饮食应注意多食用高热量、高蛋白、高

维生素、易消化的食物，并同时补充足够的

矿物质，来增强抵抗力。

补充充足的优质蛋白质。蛋白质的增

加可直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蛋白质丰富

的食物有瘦肉、家禽、乳类、蛋类等。一个

体重50～60公斤的病人，每日进食鸡蛋

2～3个，瘦肉2两左右，牛奶200～400毫

升，每周进食适量鱼、虾1～2次即可。

供给充足的热量。结核病患者经常

有低热或高热，热能消耗比正常人高，每

日每公斤体重应供给热能40～50千卡。

饮食要多样化，粗细粮要合理搭配。要求

主食每日400～500克，油类每日25～30

克。

食用富含多种维生素和钙剂的食品。

每天进食1斤左右新鲜蔬菜，其中应有半斤

以上是绿色蔬菜。如青菜、油菜、芹菜、西

红柿、胡萝卜等。可再适当吃些水果，如苹

果、梨、杏、柑橘、草莓、桃等。进食量应根

据个人情况而定。

结核病灶的钙化，需要大量的钙，因

此，除了每天喝些牛奶及吃些蔬菜补充钙

外，还应吃些海产品、豆制品等。

（孟澜涛）

虽然结核病是一种传染病，但并不是

所有结核病人都具有传染性。通常而言只

有肺结核才具有传染性，并且痰标本中能

够查出结核杆菌的肺结核患者是最具有传

染性的传染源，我们称之为涂阳患者。另

外，由于病灶部位的原因，一些喉结核患者

也可能是传染源。骨结核、肾结核、淋巴结

核等几乎没有传染性。

结核菌主要是通过呼吸道传播与传

染。当排菌的肺结核病人咳嗽、打喷嚏、大

声说话时，大量含有结核菌的微小痰沫排

放至空气中，健康人吸入含有结核菌的痰

沫，会受到传染，医学上称结核菌的感染

（感染并不等于发病，我国大约三分之一人

口已受结核菌感染）。结核病传染的程度，

主要受结核病人排菌量、咳嗽症状轻重以

及接触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健康人受到结核菌感染后，不一定发生

结核病，是否发生结核病，主要受到两种因

素即感染结核病菌毒力的大小和身体抵抗

力高低的影响，结核菌毒力强而身体抵抗力

又低则容易发生结核病。在我国，结核菌的

感染率超过40%，人体初次受到结核菌感染

后，通常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症状，也不发

生结核病，少数人在抵抗力降低时，可在一

生中任何时候发生结核病，发展成结核病的

几率平均为5%~10%。 （王少华王侃）

3月14日，平舆县人民医院医联体对口支援巡回医疗队来到该县杨

埠镇王店村委开展大型义诊活动，让王店村民倍感温暖。活动当日，共

为200多名群众进行了义诊，为80多人提供了免费检查服务，并现场发

放健康教育资料300余份。 刘先莉夏广勇摄

西平县电业局：温馨提示 放飞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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