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讯员 赵晓军 伍淼 姚瑶

为扎实推进健康常州建设，客观掌握
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各级政府和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健康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为各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开展精准
化干预工作提供循证数据，在市卫健委的
统一安排下，日前，市疾控中心开展本年
度全市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

该监测覆盖溧阳、金坛、武进、新
北、天宁、钟楼6个辖市（区）和常州经
开区，其中天宁区、金坛区属于省级监
测点。市疾控中心抽取全市48个监测
点，涉及21个街道（镇）和48个居（村）
委，计划调查2100人。

今年5—8月，我市印发监测方案，
进行监测工作培训，逐级抽样产生最终
被列入调查的家庭户。9月始，各地陆
续展开健康素养监测入户调查工作，由

经过系统培训和考核的调查员，入户进
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基本
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
为、基本技能等健康素养相关信息，市、
区疾控中心同步跟进监测项目进展、开
展问卷复核工作。

针对庞大的问卷数量，为保证调查
的有效性及真实性，工作人员始终按照
严格的质量控制要求，保持同步审核、
尽早反馈、实时调整，为监测项目的顺
利实施保驾护航。

截至10月下旬，全市居民健康素
养监测工作接近尾声，大部分地区已结
束调查，预计到11月底，全市监测工作
将全部完成。后期市疾控中心还将对
调查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产生2022年
常州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此次健康素养监测项目将有助于我
市了解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探索居民健
康素养影响因素，并为后期政策制定和
干预措施的实施提供参考，从而有效提
高全市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幸福感。

我市开展2022年
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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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11月7日活动安排）

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

疾控在行动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局前街185号 电话：0519-68870000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地址：兴隆巷29号 电话：0519-88104931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地址：滆湖中路68号 电话：0519-81099988

常州市中医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25号 电话：0519-88124955

常州市口腔医院（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兰陵北路300号 电话：0519-82009999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 地址：新北区红河路68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钟楼区丁香路16号 电话：0519-88581188

常州市儿童医院 地址：延陵中路468号 电话：0519-69808000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69800506

常州市疾控中心 地址：泰山路203号 电话：12320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地址：健身路28号 电话：0519-86608357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丽华北路157号 电话：0519-68016199

第904医院常州医疗区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电话：0519-83064102
武进人民医院 本部：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常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南院：武进区滆湖东路85号 电话：13915837120

高新区院区：武进区武宜南路509号 电话：13861188120
武进中医医院 地址：湖塘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737
北极星口腔医院连锁 钟楼机构、武进机构、新北机构、天宁机构、青枫机构 电话：0519-81899999
常州现代口腔门诊部 荷花池店：钟楼区荷花池公寓19-1 电话：0519-88120611

九洲店：钟楼区兰陵九洲新世界四楼 电话：0519-88120633

健 康 服 务

广告

颈肩腰腿疼，就去“肖氏正骨堂”
肖氏老方+祖传古法正骨，效果翻番！

“肖氏正骨堂”是一家专注解决颈
肩腰腿疼、骨关节复位的全国连锁店，
帮助反复发作的、重症无望的、不必要
开刀的骨病患者，不吃药、不打针，用
的都是求本、剜根的猛药，老肖家的秘
制热灸能使药物快速直达病灶，透皮、
透肉、透骨，以消除无菌性炎症，营养
神经根，把骨关节和体内沉积的风、
寒、湿、邪等痹毒全部排出体外。

药物配合肖氏松筋正骨复位手法，
解除压迫，畅通气血，让受损的筋络、韧
带、肌肉等恢复正常，全面解决颈腰椎、
肩周炎、膝关节等问题引起的冷、痛、麻
木、酸胀、头晕等问题，让患者不再痛苦。

地址：天宁区晋陵南路88号（浦
南菜场北，红绿灯向北50米陈娟火锅
隔壁）

咨询热线：89996106

本报讯（陈荣春 刘华联）遭遇触
电，你会怎么办？前不久，年纪轻轻的
郭先生就因触电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郭先生今年22岁，从事消防安保
工作。前一阵，他在检查维修供电设备
时不幸触电，当场昏迷，呼吸心跳骤
停。一旁的工友见状，立即切断电源，
快速拨打120，并持续开展心肺复苏。
郭先生被快速转送到市一院急诊，经过
及时和有效的治疗，他终于恢复呼吸和
心跳，在重症监护病房作进一步治疗。

“当时用电笔测试电箱，显示没有
电，一不小心徒手触碰到了有电装置，
导致触电，后面啥都不记得了。”郭先
生回忆。得知在工友、120急救人员和
市一院急诊医护人员的接力救治下，
自己才安然脱险，郭先生心有余悸的
同时，对众人感激万分。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8000人因
触电失去生命。市一院急诊医学科主
任王大明表示，电击伤俗称触电，通常

是指人体直接触及电源或高压电，经
过空气或其他导电介质传递电流在人
体引发的组织损伤和功能障碍，严重
者会发生呼吸和心跳骤停。

王大明提醒，市民一旦发现有人
触电，不要慌张，注意观察周围情况，
低电压电源可使用“拉、切、挑、拽、垫”
等方式脱离电源。若为高压电源，救
护者应戴上绝缘手套、穿上绝缘鞋，使
用安全适合的绝缘工具切开电源，并
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停电。在确保安全
后，建议市民立即实施救治，避免延误
抢救时间。

专家建议，预防触电市民需注意以
下5点：1.损坏的开关、电线等应赶快修
理或更换，不能将就使用；2.设备不要乱
拆、乱装，更不要乱接电线；3.屋内电线
太乱发生问题时，一定要找专业人员；4.
做好安全教育，熟悉抢救方法；5.防止雷
电击伤：雨天不在树下避雨、不在高压
电下停留，不靠近避雷器等。

22岁男子触电呼吸心跳骤停

本报讯（赵 霅 煜 茅 松 奕） 近
日，新北区三井人民医院在“基层呼
吸规建项目”2022 年第二轮评审
中，获评“全国基层呼吸规建项目优
秀单位”。此次评审工作共计认定
基层医疗机构 851 家，其中优秀单
位39家，全省仅2家，新北区三井人
民医院是常州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基层呼吸规建项目”是“基层医
疗机构呼吸疾病规范化防诊治体系与
能力建设项目”的简称，项目以提升基
层呼吸疾病规范诊治能力、慢病管理
水平和服务能力为目标。自 2018年
8月正式启动至今，已覆盖全国范围内
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021年7月，新北区三井人民医
院成立肺功能室，科室配备有科时迈
大型肺功能、呼吸家简易肺功能、橙意
SP10BT便携式肺功能检测等仪器。

作为全市唯一项目点参与省级慢阻肺
综合防控项目工作，积极开展慢阻肺
筛查，其慢阻肺诊疗技术，达到市内基
层医疗机构领先地位，并有显著临床

优势。
2022年3月，医院成立新北区基

层首家咳喘吸入药物指导服务门诊，
并同步启动基层医疗机构呼吸疾病规

范化建设项目。呼吸科联合病房负责
人刘健充分发挥医联体帮扶优势，组
织市一院呼吸科专家以专家门诊、教
学查房、讲座培训等多种形式提高院
呼吸专科能力，并对照呼吸规建创建
标准积极筹备与改进，顺利完成基层
呼吸规建项目申报，最终在此次评定
结果中获评优秀。

当前，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慢阻
肺患病率为13.6%，在所有慢阻肺患
者中，疾病进展严重程度在中度及以
上的比例约占43.7%，超过60%的患
者没有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不足
1%的患者知晓自己患有慢阻肺，只
有 4.5%曾经接受过肺功能检查，
11.7%接受过相关治疗。巨大的数据
落差背后是沉重的医疗负担，如何提
升呼吸疾病的防诊治水平、规范基层
呼吸疾病的防治诊疗，是一道亟待解
决的难题。

全市唯一、新北区三井人民医院获评——

“全国基层呼吸规建项目优秀单位”

本报讯（李青 杜蘅）29岁的壮小
伙突然晕厥摔倒受伤，被送就医时已
经休克，最后发现竟是上消化道出血
所致。市四院消化内科主任朱长红
说：“秋季是上消化道出血高发季节，

最近我们已收治了
好几个患者。”

10月21日，外
地来常务工的钱先
生突然晕厥倒地，
几分钟后，他醒来
发现右肩部摔破出
血，被送至当地医
院就诊。医生发现
钱先生面色苍白，
血压偏低，处于休
克前期，开通静脉
通道后将其转至市
四院急诊抢救。

在抢救过程中，医生经追问得知，
近5天来，钱先生每天都要解2-3次
黑便，并且曾经呕吐血性液体。经检
查发现，钱先生的食道胃底静脉多发
曲张，而且血红蛋白仅为79g/L（正常

男性为120-160 g/L左右），以“失血
性休克、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收住入院
进一步治疗。

朱长红在追问病史的时候得知，
钱先生既往有肝硬化病史，曾经也发
生过类似症状。这次发病期间，工作
比较忙，饮食也不太规律，第一次发现
有黑便的时候，因为没有明显的头晕、
胃部不适等症状，所以也没在意。

朱长红介绍，秋冬季节气温骤降，
导致血管收缩，胃酸分泌增加，消化道
黏膜容易受到损伤，并且损伤的黏膜
相对其他季节时修复更加困难。天气
变凉后，人们更喜爱吃火锅等辛辣食
物，对消化道的刺激也更大了，所以消
化道出血明显增加。

朱长红解释，消化道分为上、中、
下三部分。上、中消化道出血时，多
表现为吐血或解黑便，而下消化道出

血多为排鲜红或暗红色的大便。但
消化道出血既没吐血，也没拉血，只
感觉乏力或头晕，出的血还在胃肠道
里，不易被发现，因此容易导致误诊
漏诊。

“消化性溃疡、肝硬化、急性胃黏
膜病变、消化道肿瘤都是消化道出血
的常见原因。消化道大出血严重时会
危及生命。”朱长红提醒，既往有胃病
史、肝硬化等病史的患者，因冠心病、
脑供血不足等心血管疾病长期服用阿
司匹林者，幽门螺杆菌阳性者，生活不
规律、大量饮酒者、压力大且睡眠质量
不好的市民，入秋后要注意保暖，避免
熬夜，避免过度紧张劳累，戒烟少酒，
避免食用辛辣、刺激、坚硬的食物。如
果出现呕吐咖啡色液体、大便像柏油
样、头晕、心慌、乏力等时，要及时就
诊，以免延误治疗。

医生：再晚一点就有生命危险

黑便5天不就诊

壮小伙晕倒摔伤送医急救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讯员 卫健宣

为有效激发老年人学习现代信息
技术的兴趣，引导更多老年人用得上、
愿意用、用得好智能技术，更好地融入
智能化生活，10月28日下午，由市发改
委、市卫健委、市老龄办、市委老干部
局、市教育局、市工信局和市民政局共
同主办的常州市第二届“老年达人”运
用智能技术比赛在常州市第五中学举
行。常州老年大学、常州开放大学、6个
辖市区和常州经开区老龄办代表队共9
支队伍、27名老年人参加此次比赛。

本次比赛以“同步新时代、智享夕
阳红”为主题，分必答题、抢答题、实操
题和加赛题四部分，内容包括手机基

础、反诈防骗、微信相关、健康生活。9
个团队的老年选手团结协作、沉着应
战，整场赛事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经过激烈的角逐，比赛结果最终揭
晓：常州老年大学代表队获一等奖，并
将代表常州参加全省总决赛；常州开放
大学代表队、武进区老龄办代表队获二
等奖；天宁区老龄办代表队、钟楼区老
龄办代表队和常州经开区老龄办代表
队获三等奖。

从2021年开始，我市大力开展老
年人运用智能技术专项普及培训工程，
截至目前，全市为老年人免费提供运用
智能手机培训服务达8.77万人次，切
实解决好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这
一民生难题。

——我市举办第二届“老年达人”运用智能技术大赛

玩转智能手机，争当时尚达人

时间

11月3日（周四）12:00—13:00

11月4日（周五）13:00—15:00

11月4日（周五）14:00—15:00

11月5日（周六）10:00—11:00

11月5日（周六）14:00—15:00

11月7日（下周一）14:00—15:00

地点(线上平台)

腾讯会议

常州市中心血站

腾讯会议

门诊产科二楼B1-08

门诊产科二楼B1-08

腾讯会议

志愿服务内容

生育舞蹈

无偿献血知识科普

宝宝疫苗接种及注意事项

孕期瑜伽

准爸爸训练营

产后形体康复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中心血站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 讯 员 杨妍 王聪 刘华联

今年10月29日是第17个“世界卒
中日”，为帮助市民更好地了解脑卒中
相关知识，市一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团队在医院门诊大厅举办义诊活动，吸
引近200位市民前来参加。

市一院神经内科副主任盛世英表
示，卒中是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要
原因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进
程加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心
脏疾病、吸烟、肥胖、缺少运动、脑卒中
家族史都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40岁
以上人群如果存在以上3项危险因素，
需向医生咨询脑卒中的预防。

市一院神经外科主任彭亚提醒，卒
中救治具有极强的时间依赖性，要警惕
卒中症状，尽早识别救治，争分夺秒，挽
回生命，挽回记忆力、言语能力、活动能
力以及自理能力。

市一院：“世界卒中日”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