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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虎领读

报行程，不隐瞒。若发烧，必就医。

疫情防控最有效的一个措施，
就是切断病毒传播渠道。了解相
关人员的行程信息，才能发现、追
踪、分析病毒的传播渠道，实现有
效阻断。如果去过中高风险区，或
发现自己与感染者轨迹有时空交
集，或收到疫情防控提醒短信，或
健康码异常，要如实、主动、及时向
社区、单位等报告行程，配合落实
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
酸检测等防控措施。

有的人认为，疫情期间，个人
行踪和身体状况属于隐私，没必要
通报。

萌虎提醒，个人行踪和身体状
况虽然属于个人隐私，但是在疫情
防控期间，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隐
瞒这些信息，都会影响对病毒传播
渠道的跟踪和了解，可能对他人健
康包括自己亲友的健康和社会安
全构成威胁。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不少案例是由于个人隐瞒行程或
不配合防控措施而造成疫情扩
散。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故意隐瞒
行程、拒绝接受核酸检测、出现症
状不及时就医、未做好个人防护措
施去人流密集的场所，在短时间内
会引起新一轮疫情暴发。

当前，新冠疫情尚未消退，仍
处于防控的关键时期。作为公民，

积极配合好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
遵守疫情防控要求，既是保全自身
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承担法律义
务的具体体现。《传染病防治法》明
确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
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
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
关情况。对逾期不报、故意隐瞒
的，公安机关将根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规定
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发热为何要到发热门诊就诊？
疫情期间，有的市民出现发烧

等症状不敢去医院就诊，而是选择
自己在家服药或观察。对此，萌虎
建议，一旦体温超过 37.3℃，并出
现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可千万别
耽误，要及时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
医，不能因为害怕而错过最佳的就
诊时间。

发热是传染性疾病尤其是呼
吸道传染性疾病的最常见临床症
状，因此医院建立发热门诊，专门
划一个区域给发热病人就诊，是对
疑似呼吸道传染病人进行鉴别诊
断和治疗的专用诊室。无论是新
冠肺炎，或者是传染性较强的流行
性感冒、儿童手足口病、猩红热以
及不明原因的发热等感染性疾病，
通过发热门诊就诊人群监测，均能
够及时发现，及早作出反应，避免
扩散。这也是落实“早预防、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疫情
防控措施最有力的保障。

策划 杨华亮 统筹 朱琳

“漫说”广东居民健康公约三字经之疫情防控篇

阿婆，最近去了
哪里啊？

老人家腿不好

使，哪
也没去

3 2022年8月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朱琳 版式设计：王晓梅 综 合

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广州
持续扩大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供给。一
方面，医疗高地建设走在前列，打造区域
医疗中心；另一方面，基层服务能力提质
向强，巩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制定实施广州市区域卫生规划和医
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积极引导优质医
疗资源向外围城区辐射。加快医疗高地
建设，目前，国家与省共建的8个国家医
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在广州，
广东重点建设的 50 家高水平医院有 17
家在广州。广州地区三甲医院增至 42
家，9家医院进入复旦版全国百强医院，
排名前十专科数量增至40个。

依托强大的医疗卫生实力，广州不
断加强疫情防控和救治能力。今年，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将按照编制床
位的 15%设置重症监护床位，重点改善
呼吸、感染、重症医学等专科设施条件，
提升心血管、神经、肾内等专科服务能
力，最大程度提升救治率，减少病死率。

同时，实施强基创优行动，持续推进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目前，广
州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331个、镇卫生院
32个，村卫生站936个，城市15分钟和农
村3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全
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广州就有9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距离老百姓最

近的就医场所，家庭医生更是辖区居民
的“健康守门人”。这些年，广州以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持续提升基层服
务能力。截至2021年底，全市100%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镇卫生院开展签约服
务，已签约重点人群549.01万人，签约服
务覆盖率和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分
别为38.81%和70.77%。

“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
全面推开，看病就医更便利。

目前，广州市卫生健康委打造的便
捷就医平台“广州健康通”已汇集广州地
区161家医疗机构号源，为民众提供预约
挂号、医疗缴费、预检登记等 23 项便民
惠民服务，有效破解了群众就医“三长一
短”难题。2019年，广州成为开展“互联
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的首批城市，“网
约护士”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越来越多
有资质的护士来到患者家中，为身体不
适、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健康指导、专科
护理等服务。

开发推广基于大数据的医院精细化
管理和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将广州地区
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纳入监测，助力医院
管理精细化、政府监管数字化。“穗智管”
城市运行管理中枢医疗卫生主题场景应
用上线，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智能化
水平。（广州市卫生健康委 张洪仨 供稿）

深圳讯 8月1日，在深圳市坪山区
坪山街道“童心赴初心，军魂永传承”八
一建军节主题教育活动现场，退役军人
李交如为青少年们示范标准军姿、敬礼
和正步礼仪。简短的军人仪态训练中，
孩子们精神抖擞，稚气但不失真挚的崇
敬之情感染着大家，引起一阵阵掌声。
此次活动由坪山街道计生协、幸福家庭
学院联合坪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组
织开展，共有20余名青少年参与。

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此次活动是
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弘扬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人的优良传
统，树立青少年爱国强军意识，引导青

少年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让
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活动邀
请坪山街道退役军人李交如向青少年
们分享军旅生活。跟随着他的叙述，
现场仿佛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手工制作环节，李交如和青少年
们一同制作红军包、红军帽，在一针一线
中感受我们党过去的艰苦峥嵘岁月。穿
针引线过程中，部分孩子出现畏难情绪。

“红军不怕远征难”，在李交如的鼓励及社
工和志愿者的指导下，所有孩子都通过自
己的努力完成了制作。活动最后，大家
兴奋地挎上属于自己的红军包、戴起红
军帽一起致敬革命先烈。 （黄淑琴）

韶关讯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韶
关市曲江区枫湾镇卫生院组织开展退
伍军人和家属座谈会，弘扬双拥光荣传
统，营造良好社会风尚。

当天下午，在卫生院党建活动室，
枫湾镇卫生院院长蓝伟萌带领院领导
班子详细了解退伍军人和家属的需求
与困难，认真听取他们对各项工作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为退伍军人及家属送

上慰问金，并表示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退伍军人和家属非常感动，感谢党和政
府多年来对他们的关怀。

座谈会上，退伍老兵及家属有说有
笑。蓝伟萌向退伍老兵和家属对国家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枫湾
镇卫生院将继续保持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的光荣传统，关心退伍老兵的生活，
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张世英）

坪山：携手童心庆“八一”

枫湾卫生院开展拥军优属慰问

我们这十年喜迎二十大

广州先后出台多项建设健康广州政
策措施，实施 20 个专项健康行动计划，
2021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至34.54%。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省级以上卫生
镇覆盖率100%，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100%。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扩面提质，连
续多年获得全省基本公共卫生考核第一
名，持续实施癌症早诊早治、六龄齿窝沟
封闭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创建广东省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糖尿病防治规
范（示范）区。生育政策稳妥实施，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和特别扶助关怀政策有效
落实。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接尘工龄不足5年的劳动者新发尘肺病
报告例数占年度报告职业病总例数的比
例稳步下降。

早在2007年，广州就开始逐步在全
市推开出生缺陷防控工作。2019年，广
州实施新的免费产前筛查诊断方案：服
务对象由户籍孕妇扩大到常住人口孕
妇；筛查病种扩大至常见染色体非整倍
体疾病；将无创基因产前检测技术纳入

项目范围等，有效降低出生缺陷的发
生。实施母婴安康行动和儿科服务能力
提升计划，织牢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
将其纳入190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126间助产机构、40间重症孕产
妇和儿童救治中心、13 间妇幼保健机
构。2021年，广州孕产妇死亡率为3.57/
10万、婴儿死亡率为1.65‰，创1991年有
统计记录以来最低数据、最好成绩。

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成立
市、区两级指导中心。截至5月31日，广
州市登记注册备案托育机构数为949家，
通过备案数为 168 家，排名均居全省首
位，可提供的托位数近6万个。2022年，
广州将积极创建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
范城市，实现每千常住人口托位数达3.1
个，推动11个社区普惠托育试点。

推动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广州提出，到2022年底前，全市80%以上
的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2022
年，广州医养结合机构数量将达120家。

加强疫苗接种管理，完成疫苗冷链
配送建设，加快预防接种单位标准化建
设，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保持高位水平。有力防控登革热、人感
染禽流感等重点传染病，艾滋病、结核病
防治“十三五”规划终期评估全部达标。
建立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科学快
速有效防控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寨
卡病毒病等新发突发传染病。面对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州市发挥
超大城市抗疫一线阵地作用，传承抗击
非典经验，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作为支
撑保障，有序有效开展疫情防控，不到一
个月时间即遏制住国内其他省市疫情输
入，两个月时间内稳控住其他国家（地
区）疫情输入和重点国家关联疫情。新
冠肺炎患者治愈率处国内领先水平。

为提升疾控核心能力，在实验室建

设方面，推动广州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技
术能力达到国内省级疾控中心第一梯队
水平；越秀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区4
个区域检测中心对标市疾控中心重大公
共卫生检测能力开展建设。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设置 8 名市
级公共卫生首席科学家、11名区级公共
卫生首席专家、187 名社区公共卫生总
师，分别承担不同层级技术引领和业务
咨询指导工作。

广州积极打造“15 分钟核酸检测
圈”，有效提高疫情监测预警的敏感性，
提升网格服务管理能力，避免出现大规
模和爆发式的聚集性疫情。

为全面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治理能
力，2021年6月，广州启动市、区、镇（街）
和村（社区）四级公共卫生委员会，开创
全国先河。

全方位守护人民健康
近年来，广州市卫生健康委以党建引领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老百姓对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卫生健
康工作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全方位全周期守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

广州市卫生健康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出新出彩，
卫生强市建设成效显著，健康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广州经受住了一次次疫情
的重大考验。居民健康指标持续位居全国前列，人均预期寿命达83.18岁。

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AA

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BB

“家门口”享有高水平医疗服务CC

奶奶，您不是

带我去了∗∗家，

说是他把发烧

传给我的吗？

瞧我这
记性。
没事，
细路仔
发烧，
出出汗
就好了

星仔发烧了吗？
要去医院测个
核酸看看哦~~

好的
好的

阿婆 ，小孩

发烧原因

很多，早点

就医早安心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道办安排专班，医务人员利用中午时间为小区一家幼儿
园师生进行核酸检测。 侯家辉 摄

▲

目前，佛山市卫生健康系统共有在
职退伍转业军人375人。他们在青春年
华身着“橄榄绿”保家卫国，如今脱下戎
装守护百姓健康。“八一”建军节期间，
我们走近这些从事卫生健康工作的退
役军人们，倾听他们的故事。

“在部队24年的经历是我人生中一
笔非常宝贵的财富。让我学会有担当、
有责任、能吃苦、能耐劳、对党特别忠
诚。”佛山市卫生健康局二级主任科员
张宇说。

1996年底张宇当兵入伍，他曾是塔
山英雄部队的一员。2020年底转业后，
到佛山市卫生健康局工作。张宇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而我们卫健系统的工作人
员，同样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他参加支援外市的核酸采样任
务。与佛山的医护人员一起前往外市
并担任领队、联络员。作为联络员，他
协调沟通，帮助医护人员解决工作中的
困难。“我们的工作是提前做好物资、人
员、场地、防控等工作，做得越细，就能
让群众减少等待时间。”他说。

“护士是哨兵，在救治患者和降低
病亡率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工会主
席、护理学科带头人张莉说。

1980年张莉入伍成为一名护士，经
历20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她在2000年转
业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继续从事护
理工作。

2003 年 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突袭，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全
球首例 SARS 患者。张莉临危受命，参

与非典院感防控专题查房、非典患者临
床救治专业指导，主导过非典患者的护
理诊疗方案设计。她带领佛山市护理
人创造“三无”战绩：无一例医护人员感
染，无一例院内交叉感染，无一例非典
患者死亡。

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张莉带
领护理团队，98天成功救治危重症新型
冠状病毒+ECMO+俯卧位通气+康复
理疗的患者。随后，她又带队在抗疫战
中紧急起草、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制定
应急预案与流程。

“无论当一名军医还是在地方医院
当医生，本质都是为人民服务、救死扶
伤。”佛山市中医院脊柱中心主任曹正
霖说。

1988年，曹正霖考入第一军医大学
成为一名军人。2007 年他转业到佛山
市中医院，上至高难度手术，下至为孩
子进行骨牵引，只要有需要，他都亲力
亲为，只为让患者得到更好的服务。

目前，曹正霖每年主刀的四级脊柱
手术超过千例。做手术经常从早晨做
到深夜，他常说：“在一次次的手术里治
好病人，不断完善技术，教会更多年轻
医生实操技术，虽然辛苦但很快乐。”

曹正霖曾给一名极重度先天性脊柱
侧后凸患者诊治。这名19岁的患者身高
仅120厘米。这类病人畸形极严重且僵
硬，由于脊柱椎管内包含有脊髓，手术矫
正中易损伤脊髓而导致截瘫。如果不手
术矫正，严重的侧后凸导致胸腔容积变
小，会影响心肺功能、明显缩短病人的预
期寿命。结合病情并征询病方同意后，
曹正霖为病人实施效果最好也是难度最
大的全脊椎切除畸形矫正术。术后病人
畸形明显减轻，身高增长18厘米。

（佛山市卫生健康局 张银钿 供稿）

不同战场同样奋战

“老兵”新担当

从事护理40余载

每年主刀四级脊柱手术超千例

致敬
最可爱的人

活动现
场，孩子们
挎 上 红 军
包、戴起红
军帽，向大
家展示自己
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