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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在你身边

本报综合

社区卫生

今年12月1日是第29个“世界艾
滋病日”，今年主题是“携手抗艾，重在
预防”，意在说明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
进入新的阶段，预防是防治工作的重
要内容，号召各级政府、部门及单位、
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携手并
肩，群策群力，多措并举，不断创新工
作模式和方法，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以实际行动遏制艾滋病流行，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

你知道艾滋病的
传播方式吗？

艾滋病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
三种途径传播。洁身自爱、遵守性道
德是预防经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根本
措施。性自由的生活方式、多性伴且
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可极大地增加感
染、传播艾滋病和性病的危险。夫妻
之间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经性途
径感染艾滋病和性病。正确使用质量

合格的安全套，及早治疗并治愈性病
可大大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性病
的危险。

下面这些情况
都不会传染艾滋病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与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或病人握手、拥抱、礼节性
接吻、共同进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
用品、钱币等不会感染艾滋病。艾滋
病也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
卧具、游泳池或浴池等公共设施传
播。咳嗽和打喷嚏同样不传播艾滋
病，蚊虫叮咬更不会感染艾滋病。

如何知道自己的
感染状况

只要检测HIV抗体就能知道感
染状况，大部分感染者在高危行为发
生后 6周能检测出抗体，12 周以后

100%的感染者能检测出来。常州市
为扩大检测覆盖面采取了一系列综合
措施：一是在全市设立了28个自愿咨
询检测门诊，分别设在各级疾控中心、
县区级妇保所、部分县区级医疗机构
性病门诊和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可以得到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
初筛检测，具体门诊可以在常州市疾
控中心的网站首页上查看；二是全市
乡镇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均能提供有
偿的HIV检测服务，特别是2013年
起，常州市卫计委在全市公立医疗机
构推行开展医务人员主动提供的HIV
检测咨询服务（简称PITC），在皮肤性
病科、泌尿科、妇产科、肛肠门诊、结核
病门诊（结核病防治机构）、婚前体检
门诊（妇保机构）等重点门诊开设服务
点，对重点人群就诊者主动提供HIV
检测咨询服务。以上两种服务形式互
为补充，适合人群的不同需求，并且医
务人员会做好保密工作，检测结果只
通知本人。

从我做起
关心身边的艾滋病人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是疾
病的受害者，关心、帮助、不歧视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是控制艾
滋病传播的重要措施。关注艾滋，
预防艾滋，不歧视艾滋病，关爱每一
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家庭，
是我们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
义务。家庭和社区要为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病人营造一个友善、理解、
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帮助他们
采取正确的生活态度、改变高危行
为，并为他们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创造条件。

值此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
市疾控中心性艾所专业人员呼吁，
让我们携起手来，抵御艾滋病，造福
全人类！

董秀晴 张惠力

11月12日至11月13日，市一院
放射科举办2016年国家级继续教育学
习班《泌尿系统肿瘤影像诊断新进
展》，吸引了全国各地近200名代表参
加。副院长吴昌平和苏州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放射科主任胡春洪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

学习班邀请了《中华放射学杂志》
编辑部高宏主编、上海仁济医院许建
荣教授等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围绕泌
尿系统肿瘤影像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进

行了交流分享。13日上午，还开展了
由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发起的
REACH（REAd&watCH）项目专题
读片会，分别由上海仁济医院和上海
长海医院的两位专家提供肾脏和前列
腺疑难病例，并展开深度剖析，与现场
参会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

学习班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参会
代表们均表示学习后对泌尿系统肿瘤
的影像诊断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最新
的研究进展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11月23日上午，常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党委组织开展了“两学一做”第三
次专题讨论会。会上，领导班子围绕
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贯彻以及“立家规正家风”主
题，深入交流了认识和学习体会。

下午，两院区通过视频会议举办了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辅导报告
会，全体党员和班组长以上管理干部
300余人参加。会上，常州市委党校李
红利博士作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
党内政治生态》的专题报告。他在报告
中指出，要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深刻认识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重大举
措，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做合格党员。
全体党员干部要在理想信念面前做“明
白人”，在党纪国法面前做“规矩人”，在
改革发展路上做“大能人”，在人民群众
面前做“贴心人”。

最后，医院党委副书记李春旻要
求全体党员要把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相结合，紧密围绕医院中心工
作，扎实全面完成医院各项工作目标
任务。

11月22日下午，市四院呼吸内科
主任顾中秋应邀走进常州边防总队常
州边检站，为30余位官兵讲解冬季常
见疾病的预防知识。

近日，常州气温断崖式下降，寒冷
干燥的空气容易诱发上呼吸道感染，顾
中秋主任根据官兵健康需求及冬季常
见疾病的发病特点等普及了相关的科
普知识，并提醒官兵们，冬季是雾霾肆
孽的季节，如果雾霾严重的话，不建议
出操锻炼，可以进行室内拉伸等运动锻

炼。顾中秋解释说，雾霾天锻炼不当，
容易损伤呼吸道。众所周知，雾霾内含
有上百种颗粒物，成分复杂，可以随着
人体呼吸进入呼吸道，从而诱发气管
炎、哮喘等呼吸道疾病。他建议，冬季
有雾霾的话，可以进行室内锻炼：如匀
速爬楼梯锻炼、室内原地跑步等。

课后，官兵们还围着顾主任咨询了
很多健康问题，顾主任一一给予回复，
官兵们对顾主任不厌其烦的耐心解释，
对医院送健康知识进军营表示感谢。

11月25日，市妇保院顺利召开全
市孕产妇死亡和新生儿死亡评审会。
评审会由秦志强副院长主持，市卫计
委基妇处蒋春新主任科员、市妇保院
保健部虞斌副主任、一市五区卫计局
分管领导、院所长、妇儿保、群保科科
长参加了评审会。

市妇保院产科王慧艳主任、新生
儿科王淮燕主任等评审组专家们发挥
专业特长，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围绕死
亡诊断是否明确，是否可以避免，是否
存在个人、交通、医疗延误及死亡的影
响因素展开讨论，并提出，随着二孩放
开，高危孕产妇增多，应进一步加强高
危人群的保健管理、提高医疗救治水

平等干预措施。
蒋春新指出，召开评审会是为了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现影响死亡的
个人家庭、医疗系统、社会其他部门的
因素，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
施。特别是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
施，各种孕产妇高危风险成倍增加，广
大孕产妇要提高自我保健意识，主动
参与妇幼保健系统管理；我市也将进
一步调整产儿科设置，增加人员配备，
提高急救能力，加强两个系统管理的
基础性工作，重视高危重点人群的管
理，进行分层分级诊疗；全面开展出生
缺陷防治工程，从而保障母婴健康和
提高生存质量，确保全市母婴安全。

11月17日，市儿童医院接受了由
省委组织部学习教育协调小组牵头的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互学互查现场督
查，徐州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
小组综合组成员、市委组织部组织三
处副处长孙超和徐州市“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协调小组督导三组成员、市委
党校办公室副主任张文海对儿童医院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了
全面检查和指导。

在督查会上，督查组首先听取了院
党委书记薛鹏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开展情况的汇报，随后重点督查了党支
部学习任务完成情况、“三会一课”制度
落实情况、问题查摆整改情况、推动实
际工作情况、党支部书记履职情况和基

层党建7项重点任务落实等情况，并随
机对党员进行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相关知识现场访谈。督查组对儿童医
院“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呈现的三个特
点给予了肯定：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并
注重与加强医院党建工作、推进重点工
作、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三结合；二是医
院“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重在抓实、抓
细上下功夫，规定动作扎实，台账资料
规范，推动了党建工作水平的提升；三
是注重丰富各类载体，举办了具有医院
特点的主题活动，特色鲜明，富有成
效。孙超处长也从结合中心工作、激发
内生动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医院发
展，落实组织制度、提高战斗力等方面
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为提高对重大交通事故的组织指
挥、快速响应及处置能力，加强各部门
之间协调配合，进一步完善医院各项
应急预案和制度，11月23日下午，市
七院组织了突发重大交通事故医疗救
治应急演练。

本次演练以模拟沪宁高速公路常
州段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需接诊5
名危重病员而展开，由市七院顾卫东
副院长担任总指挥。16时15分，接到
七院应急指挥部电话后急诊科迅速开
通绿色通道，医护分组、协调配合，抢
救人员、设备全部就绪。16时17分，5
位危重病员到达急诊抢救室。急救人

员密切配合，全力投入会诊、分诊、分
科救治，完成接诊、分诊、检查、收住院
等诊疗经过。救治全过程由急诊科护
士长作好预诊、分诊登记，随时向现场
领导与科室主任报告救治情况，在急
诊科、手术室、麻醉科、检验科、创伤外
科等科室联合参与下，16时40分，所
有模拟伤员均得到及时救治和妥善处
理，圆满完成了本次应急演练。

演练结束后，副院长顾卫东对本
次应急演练进行总结点评，要求相关
科室、部门对在演练中暴露出来的不
足及时梳理和整改，进一步完善七院
的各项应急预案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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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抗艾 重在预防

日前，钟楼区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与区红
十字会、区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在第22个“世界艾
滋病日”到来之际，深入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开展“预防艾滋病青年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
全校400名大学生参加了培训。

活动中，由区妇保钱医生、区疾控王医生分
别讲解了艾滋病传播途径、传播条件、艾滋病高
危行为和高危人群、日常生活中怎样预防以及为
什么青年人易感艾滋病、艾滋病目前流行现状、
国家加强艾滋病预防工作的相关政策，通过深入
浅出的讲解，以及风趣幽默的现场互动，让同学
们掌握了解预防HIV和AIDS感染的相关内容，

本次培训收到了预期效果。师生一致表示受益
匪浅，既增长了知识，又受到一次心灵教育，都积
极表示从今天起将主动承担起预防艾滋病知识
的宣传，争当预防艾滋病青年同伴教育合格的主
持人，积极组织相关活动，广泛宣传同伴教育理
念，使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艾滋病、认识艾滋病，
关爱自己、关爱生命、关心社会，自觉投入到宣传
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行列中。学校也表示准
备近期在学生中广泛开展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
传，让每位学生都成为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者
和践行者。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 钱爱珍

加强学生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
提高预防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9月的一天，秋雨淅沥，我中心妇科医护人员
迎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家住清潭新村的韩
家两姐妹。今天专程赶来，说是要好好感谢一下
中心妇科陈丽医生。几个月前，家中84岁的老母
亲因病到我中心妇科就诊，陈丽医生在了解到老
人的特殊情况后，耐心细致地为老人诊治，而且每
次来都是优先服务，免去了等候时间。通过近半
年的门诊治疗，老人情况好转，一颗悬着的人总算
落地了……

11月的一天，阳光温暖而舒适，近日康复出院
的祁阿姨和他的丈夫又来到我们医院。出院不久
的祁阿姨，不顾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在丈夫的陪
同下专程来表示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一个多
月前，在祁阿姨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是医护
人员一次次正确的诊疗，细心的照顾，帮助他摆脱
了病魔，恢复健康。在长达40多天住院的日子里，
她目睹了医护人员为救治病患者而全情投入地忘
我工作，真切感受到了医患间带着暖意、善意、理

解、信任的情感交汇。她郑重地将写着“热情服
务，精心护理”的锦旗交给护士长，感谢护士们在
她生病住院期间一次又一次的精心护理……

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百姓家门口的
社区医院，近年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加强医
德医风建设，在全院范围内开展“服务好、质量好、
医德好，群众满意”的“三好一满意”活动。以居民
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活动进一步提
升中心医疗服务水平，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成为社
区居民健康守门人。今年中心已经收到锦旗二十
余面，各类表扬信、口头表扬数不胜数。

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真情的故
事。就诊的经历，身体所承受的苦痛，留给患者的
不是疾病痛苦的记忆，而是温暖的记忆和理解的
情谊。在患者发自内心的感激面前，我们后悔当
初没有做得更多、更好！是患者的鼓励和感激，让
我们有了更高的目标，感谢你们的选择，用真心交
换真情…… 辛献珍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全
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 年-2020
年）》。《规划》对“十三五”期间医疗机
构床护比提出明确要求。还要求在
此期间基本建立新入职护士和护理
管理人员培训制度、初步建立护士分
层级管理制度，逐步健全老年护理服
务体系。

《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三
级综合医院和肿瘤、儿童、妇产、心血
管病三级专科医院的全院护士与实际
开放床位比、全院病区护士与实际开

放床位比，应从目前的0.6∶1、0.4∶1提
升为0.8∶1、0.6∶1。二级综合医院和肿
瘤、儿童、妇产、心血管病二级专科医院
的全院护士与实际开放床位比、全院病
区护士与实际开放床位比应从目前的
0.5∶1、0.4∶1提升到0.7∶1、0.5∶1。

《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
将开展护士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到
2020年，争取所有三级综合医院的新
入职护士均参加培训。有计划地开展
护理管理人员、社区护士和中医护士
培训，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护理管理

人员参加省级培训超过90%。
《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还要

开展老年护理服务发展工程。到
2020年，争取支持每个地市设立一家
护理院，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老年护理
服务机构，有条件的地区设立安宁疗
护中心。初步形成一支由护士和护理
员组成的老年护理服务队伍。

《规划》提出，要不断拓展护理服
务领域。鼓励大型医院帮扶和带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提高护理服务能力，
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

和居家护理，鼓励医疗机构为出院患
者提供形式多样的延续性护理服务。

《规划》还提出，“十三五”期间要
将优质护理服务覆盖面延伸至县级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初步建立护士分
层级管理制度，根据护士临床服务能
力，结合职称等，对护士进行分层管
理。护士执业管理制度和医院护理岗
位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对护士人力配
置、绩效考核、岗位培训和执业规则等
进行科学管理。

来源：健康报

国家卫计委近日出台《关于加快推进
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明确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推荐
标准。同时规定，今年年底，公共场所应配
置母婴设施的，配置率不低于50%。

《意见》指出，我国将推动制修订相
关法规规章，制定母婴设施设计标准和
规范。在建设和完善母婴设施上，将综
合考虑公共场所面积、人流量、母婴逗留
情况和用人单位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人
数等因素，采取分类实施，并按照“谁管
理，谁建设”的原则，明确母婴设施的建
设管理职责。

在设施配置上也将设置相应标准，包
括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
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的交通枢纽、
商业中心、医院、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
共场所，应当建立使用面积一般不少于10

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并配备基本设施。
对已建成的母婴室要做好改造完善工作。
用人单位参照该标准建设女职工休息哺乳
室等设施。火车等移动空间，应按要求配
置母婴设施或提供便利服务。

此外，为方便寻找，将对母婴设施的标
识进行统一，设置醒目的导向标志，并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设置母婴候乘厅（区）、母婴
专座等。

《意见》提出，力争到2016年底，全国省
会城市应配置母婴设施的机场、主要火车
站（包括高铁站）均按要求配置母婴设施，
其他地区公共场所应配置母婴设施的，配
置率不低于50%。到2018年年底，应配置
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配置率达到80%以
上。到2020年底，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
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
婴设施。 来源：北京青年报

锦旗背后的故事

半数公共场所年内配置母婴设施

“十三五”护理事业发展规划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