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均较 2018年有明显提高

菌阴肺结核患者痰

培养率为 63.05%

全市非结防机构实

际报告本地结核病及疑

似患者转诊、追踪总体到

位率为 97.14%
耐药肺结核可疑者筛

查率为 100%
菌阳肺结核患者痰

培养率达 87.88%

2019年

第 8 版

健康·社区
2020年 3月 25日 星期三

“家庭医生出诊第一站：茶坦村（海
拔 836 米），家庭医生出诊第二站：茅舍
村，家庭医生出诊第三站：大西坑村，家
庭医生出诊第四站：前山村……”这是歙
县许村镇箬岭村村医柯道正日前在微信
朋友圈所记录的一日行程。

柯道正是省卫健委“百医驻村”成
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
内科副主任，自 2019 年 7 月 8 日驻村至

今，已在箬岭村当了半年多的驻村医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柯道正始终

坚守在防疫一线。戴上口罩，拿起体温
表、笔记本，奔走在乡村道路上，白天逐
门逐户走访，对返乡人员逐一摸底、排
查，详细做好各项信息登记收集工作；每
天两次到隔离人员家中进行消毒，同时
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体温动态监测，这
是他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常态。

为确保疫情防控知识家喻户晓，他
不仅挨家挨户上门发放宣传海报、普及
防疫知识，还充分利用微信朋友圈平台，
定期讲解居家隔离注意事项，使防疫知
识在村里得到有效的传播。遇到向他请
教的村民或是需要心理疏导的，他也会
在微信或是线上及时沟通和回复。

“守护村民的健康，就是我的责任。”
柯道正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今

年春节至今，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防
疫检查点撤除后，他又继续奔走在家庭医
生的上户走访送诊中。茶坦村是当地一
个较为偏远的高山村民组，且年迈体弱的
村民居多，村民出村看病很困难，柯道正
几乎每周都会去一趟，为村民们送药、做
健康检查。这段时间，学校开始线上教
学，柯道正在上门为村民做健康检查时，
还顺带帮村里的孩子从镇上购买作业本，
或在看诊之余，给孩子提供作业辅导。

用箬岭村村民的话说，柯医生就和
他们的家人一样，对他们很贴心、很用
心。医者仁心，柯道正说，他会继续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为村民们筑起守护健康
的防护线。 ·冯 劼·

守护村民健康是我的

如何在战“疫”期间保持较好睡
眠？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王龙飞认为，要多措并举。
他说，最重要的是有关方面要为

抗疫一线人员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
心理疏导，只有心无牵挂，才能全身心
投入工作、休息；其次，每个人要合理
安排作息时间，该休息时休息，改掉熬
夜习惯；第三，善于利用零碎时间休
息，比如医护人员穿防护服眯一会儿，

也会有效恢复体力。对睡眠质量不高
的人，不建议服用药物，而是采用别的
疗法，比如睡前听一段柔和的音乐，而
非刺激的图文、影像等；用温水泡脚
20 分钟。另外，膳食要保持营养、均
衡。 ·黎小强·

睡眠是人体的一种主动过程，可恢复精神和解除疲劳，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

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为唤起全民对睡眠重要性的认识，3月 21日被定为“世界睡眠日”。近日，记者走访

驰援武汉医疗队员、社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了解抗疫背景下的睡眠情况，听取专家建议。

吴翔、杨勇进是我市首批驰援武
汉医疗队员，谈及抗疫期间的睡眠，他
们表示，国家对医疗队员很关心，能充
分保障大家休息。前期因收治患者增

多，他们常早起晚睡，后期治疗情况稳
定后睡眠进入正轨。

黄山首康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
师吴翔介绍，有关方面非常爱护医疗

队员，表示可加派人手，尽量不使他们
劳累，一般晚上九十点就能返回酒店
休息。他被分在东西湖医院，前期每
晚要收治大量病人，常忙到晚上 10点
多钟，上夜班时就要坚持到下半夜。2
月初，他开始负责呼吸 9 病区。有天
晚上来了 10多位重症患者，他们奋力
抢救，直到次日凌晨三四点。

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杨
勇进说，他一般在晚上 11点左右休息，
次日 6∶30起床，轮到夜班，就从下午 5
点值班到第二天上午 9点。作为东西
湖医院呼吸 6病区负责人，他夜里不仅
要照顾患者，白天还要承担其它工作，但
上夜班与在家时一样，不感到特别累。
只要调节好心态，休息好能得到保障。

社区工作者身处防疫一线，承担
摸排、值守、帮扶等大量工作，加班加
点成了常态。

屯溪区柏树街社区负责人毕鸣告
诉记者，他一般在晚上 12 点休息，次

日 6 点起床，有任务时就要拖到晚上
12 点后。比如近期开始复工，他要去
大润发商业街巡查，查看有无赌博现
象等；外地返回人员 2小时内到社区报
备，约好后要等待。2 月 18 日，8 人从

浙江温州返回。因温州当时属中风险
地区，该 8人须接受隔离。为此，他和
同事上门做思想工作，从下午 6点半直
到晚上 10多钟，送到酒店，办好手续，
回家时已到次日凌晨；2月 22日，为宣
传安通码，他们连夜将扫码流程牌安
置到小区、路口等处，忙到晚 11时许，

“直到现在，我们中午也不能休息。晚
上，社区安排 5人值守，基本到 10点。”

黄山区平东社区负责人余蓝说，白
天随访、统计报表等，很忙，晚上回家工
作电话不断，还要处理家务，照顾读高三
的孩子，一般是晚上 11点后才有属于自
己的时间，思考问题，撰写材料，有时到
凌晨一两点才能休息，早上 6点半又要
起床，7∶50赶到单位。前几天，为撰写
志愿服务队申报材料，她颈椎病犯了，一
边吊水一边伏案工作，直到凌晨。

经常加班加点

记录故事，讴歌典型，在忙碌的战
“疫”一线，新闻工作者的身影在闪亮，
无论白天、黑夜。

黄山日报社摄影记者樊成柱说，

为留下更多战“疫”素材，他常晚上出
门拍摄，10 点多钟回家，整理好片子
已是 12 点后。“2 月 10 日 0 时，从外地
返回的江先生正在高速公路屯溪 2号

口处，通过手机 APP 填写《返（来）黄
山人员健康登记表》......”2月 11日，他
的一则图片新闻刊登在《黄山日报》一
版 。 为 做 好 这 条 报 道 ，他 9 日 晚 上
11∶30就在高速公路屯溪 2号口蹲点，
10日凌晨 1∶30才回家。

休宁县退休老人、黄山日报社通
讯员汪士奇说，2 月以来，他骑电动

车，赴海阳镇川湖、盐铺，万安镇吴田
村，齐云山镇典口村，渭桥乡资村等
地，采写战“疫”新闻，并参与社区网格
普查，晚上也难休息。为采写“一家三
口共战‘疫’”稿件，他先后 3次晚上到
卡口看他们值勤。为采访一对夫妻志
愿者，他第一次晚上冒雨骑车去拍照，
不清晰，第二天晚上又去。

多在采写路上

综合施策保睡眠

本报讯 近日，省民政厅通报了
2019 年全省民政系统开展的“江淮
最美民政人”选树情况，表彰全省 26
名“江淮最美民政人”，休宁县横江社
区党委书记、睿泽社工机构负责人张
捷睿名列其中，为我市唯一获此荣誉
对象。

张捷睿，现任休宁县横江社区党
委书记，已从事社区工作 16年。他先
后组织实施了“爱邻联盟”“成长相
伴”“情暖老兵”等社会服务项目；树

立了横江社区“一路芬芳”志愿者服
务品牌，以“两工互动”为契机，开展
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建立“爱
心积分兑换”“爱心商家联盟”等激励
制度；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党建引
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发扬民主
协商，以民主协商会、庭院议事等形
式，促进“单元长-业委会-网格-社
区”四位一体的有效融合，服务居民
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营造守望相助
和谐邻里氛围。 ·程冬芳 汪士奇·

本报讯 今年 3 月 24 日是第 25 个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

“携手抗疫防痨，守护健康呼吸”。3 月
20 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近年
来，我市加强“三位一体”结核病新型防
治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行现代化结核
病控制规范，继续发挥医防合作优势，
及时发现、规范管理和治疗病人，有力
推动结核病控制工作深入开展。2019
年，全市非结防机构实际报告本地结核
病及疑似患者转诊、追踪总体到位率为
97.14%；耐药肺结核可疑者筛查率为
100% ，菌 阳 肺 结 核 患 者 痰 培 养 率 达
87.88%，菌阴肺结核患者痰培养率为
63.05%，均较 2018年有明显提高。

目前，我市各区县均已实施“三位
一体”新型结核病防治工作模式。通过
建立协作与沟通机制，进一步明确疾控

机构、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
结核病诊断、治疗、信息录入、转诊、追踪
等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其中，疾控机
构负责规划协调，医疗机构负责初筛转
诊，定点医院负责确诊收治，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负责患者全程管理。全市共设
立 7 家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其中，市
人民医院、歙县人民医院已建立规范的
独立结核病实验室，并开展结核病相关
检查；黄山区、徽州区、黟县、休宁县的定
点医疗机构独立结核病实验室基本达
到开展痰培养、分子生物学检测的条件。

为确保学校传染病防控部门职责
有效落实，我市教育部门、卫生健康部
门加强协作，积极开展结核病知识宣传
活动，扩大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范围，
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防控意识，切实做
好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2019年，全市

完成 51293 名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
查 ，新 生 入 学 体 检 结 核 病 筛 查 率 达
98.15%，对确诊活动性肺结核病例均规
范开展疫情处置。市疾控中心每日浏
览结核病信息管理报告系统，密切关注
学校结核病疫情并做好记录，确保一旦
发现学校结核病疫情，第一时间通知属
地疾控中心，及时有效开展疫情处置。

过去一年，我市加强耐多药肺结核
可疑者筛查，确诊患者均纳入结核病专
报系统登记。各区县通过落实普通结
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医疗保障政
策，很大程度上解决参保人员的治疗费
用。同时，我市按照安徽省防痨协会要
求，积极申请贫困结核病爱心救助基
金，屯溪区、徽州区、休宁县共 4名结核
病患者获得安徽省防痨协会结核病爱
心基金，共计 6000元。 ·许 晟·

我市“三位一体”阻击结核显成效

抗抗疫者疫者

你们睡得还好吗你们睡得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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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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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歙县徽城镇新
州社区坚持突出重点与全域整治相
结合、先锋引领与全员参与相结合、
网格包保与长效监管相结合，掀起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热潮。

该社区以村容村貌整治为重点，
突出社区主干道环境治理，同时对新
州居民小区、范村长湖组村中小巷、
村口园林进行全面整治，惠及广大居
民；结合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开
展“主题党日+全域环境整治”活动，
号召党员志愿者队伍，固定每周一次
开展全域环境整治，同时注重调动广

大居民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营造人人参与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的氛围；对社区公共区域环境
整治任务，新州、范村支部分片认领
卫生责任区，要求党员带头承诺、带
头清理、带头创建，明确整治任务，同
时，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与践行初心
使命、推进“两学一做”、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美丽社区建设等结合起来，
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良好氛
围，并建立健全日常管理的长效机
制，不定期开展督查，使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落实见效。 ·洪黎明·

日前，休宁县横江社区睿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联合社区志愿者，选了几位

经常参加社区活动的留守儿童，走出户外，精心策划了一场踏春直播活动，感

受春天的气息并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直播秀。 张捷睿 朱卫胜/摄

新州社区

“三结合”助推人居环境整治

张捷睿荣获“江淮最美民政人”称号

3月 20日，黄山区芙蓉社区新时代实践站组织雨润志愿者开展“坚持节水

优先，建设幸福河湖”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拿着钳子、垃圾袋等工具，对浦西河周边绿化带中积存

的垃圾进行清理，并向居民发放宣传单页，介绍节水和水环境保护等知识，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保护水资源。 周 妍/摄

www.huangshannews.cn

本报讯 l为切实保障群众日常
出行游玩需求，黄山高新区积极开展
系列行动，有效提升辖区居民获得感
和幸福感。

该区通过制作公益宣传牌、发放
宣传页、设立宣传站点等形式，在全
区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建
立由新潭镇政府、高新区防控办、文
明办、城管局、环卫所、社区村居及各
市场化公司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
度，逐步构建新城“大城管”格局；强
化巡查力度，对辖区涉及食品安全、
环境卫生、市政设施等进行全面检

查，逐项解决存在问题，逐一销号，保
证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有序；在常
态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的同时，针
对梅林湿地公园管理养护尚未移交
且园内环境杂乱无序的现状，该区文
明办联合新潭镇政府、高新区疫情防
控办、城管执法局、环卫所、各市场化
公司及附近群众成立疫情防控“突击
队”，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形
成了全面动员、全民动手、全域共治
的浓厚氛围，合力奏响环境卫生整治
行动“最强音”。

·许振东·

高新区

奏响环境整治“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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