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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孙正良）近日，在
乐至县中医医院妇产科，产妇罗女士顺利
诞下女婴宝宝。回忆生产经历，一家人印
象深刻。

罗女士是第一次怀上宝宝，“90 后”
的她怀孕后时刻关注着自己身体和宝宝
的变化，一直都定期做产检。怀孕 39+5
周时，罗女士因下腹不规则胀痛来乐至
县中医医院住院，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
来。 通过彩超等辅助检查，显示罗女士
的宝宝头围、腹围都偏大，颈部和腹部可
见脐带缠绕。医生们商量后，建议罗女
士实施剖宫产分娩。

手术中，当医生打开罗女士子宫后，
只见宝宝的颈部、腹部和双下肢均被脐
带缠绕，且缠绕颈部和腹部的脐带在宝
宝胸前形成了十字形交叉，比彩超显示
的缠绕情况严重得多。现场医护人员
绷紧一根弦，迅速将缠绕在宝宝身体各
处的脐带一一处理，帮宝宝“松绑”。随
着一声清亮的啼哭，罗女士的宝宝顺利
降生。

经医生测量，罗女士宝宝的脐带长
度达到 110厘米，而正常的脐带长度则是
在 30至 100厘米之间。脐带过长，正是诱
发脐带缠绕婴儿身体的因素之一。

□ 全媒体记者 孙正良

资阳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医生武滔是
中国（四川）第 18批援几内亚比绍医疗队
队员，今年4月9日，他出发前往几内亚比
绍开展国际医疗援助。

武滔所在医疗队到达几内亚比绍时
正值旱季，高温酷暑是他们援非面临的第
一道难关。几内亚比绍还缺少防疫物资，
当地人很少采取防护措施，每次出诊都面
临着风险。陌生的热带气候加上新冠肺
炎疫情，让武滔一时难以调整好状态。同
时，几内亚比绍是一个以葡萄牙语为母语
的国家，武滔仅在赴非之前突击培训了 5
个月的葡萄牙语。到了当地，沟通遇上了
困难。武滔在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中既要
口述，也要手写，有时还不得不加上肢体
动作。

“所有的困难都是序章，只为让我们
可以更好地胜任国际援助工作。”回想起
刚开始援非的时光，武滔心里还是有不少

“苦水”。在亲人、朋友和同事的鼓励下，
武滔不断为自己打气，慢慢调整，迎着困
难上，肩负使命干，用心用情投入到当地
医疗卫生事业中去。

当地医院缺乏基本的治疗设备，常用
药品短缺甚至没有，为各种常规医疗手段
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武滔援助的

中几比友谊医院在当地属于条件较好的
医疗机构，但设备和药物仍长期匮乏。一
位患有尖锐湿疣的病人需要切除疣体，但
科室没有激光、液氮，也没有相应药物，当
地医生无从下手治疗。病人前来求助，在
援非同事的帮助下，武滔借助外科手术用
的电刀为病人成功切除疣体。

由于缺乏防疫物资，当地疫情防控并
不理想。在大使馆的指导下，武滔和援非
同事一起开展了“春苗行动”。他们冒着
被感染的风险，分别于 6 月和 7 月对当地
全体华人进行了国产疫苗的接种，并对当
地居民进行了疫情防控健康知识宣讲，为
当地的疫情防控贡献了援非医疗队的力
量。同时，武滔还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的想法，在当地医院定期带教一
名医生，传授常见、多发皮肤病的诊疗知
识技能，尽己所能提升当地同行的医疗服
务能力。

从最初的磨合到慢慢地适应再到全
身心投入援非工作，半年多来，武滔的微
信朋友圈内容成了他援非生活工作的缩
影。其中一段文字，让我们感受到了他肩
负使命、笃定向前的热切与坚毅：经过近
半年的援非生活，现在基本能适应当地情
况，在恶劣的环境下，在异国他乡，感到任
重而道远，不过既然带着任务出来，我一
定会圆满完成任务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荣）“小朋友，
张大嘴巴，阿姨看看嘴巴里有没有虫子
呢？”10月19日早上8点，正是雁江区车城
松树坪幼儿园孩子上学高峰时间，来自资
阳市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守在园门口依
次为孩子们进行晨检。

据悉，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
人民医院紧密结合医院实际，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与辖区
幼儿园进行交流合作。今年春节开始，每
天派儿科医生到狮子山幼儿园、车城松树
坪幼儿园为孩子们开展晨检，关注学龄前
儿童健康。

记者采访当日，市人民医院还组织急
诊急救专业人员、儿科专家、眼科视光中
心人员来到幼儿园进行健康科普宣讲。
在教室里，儿科医护人员通过播放视频、
分步讲解等方式，为孩子们讲授如何正确

洗手。“内、外、夹、弓、大、立、腕”，在医生
的指导下，孩子们很快便学会了七步洗手
法。随后，口腔科医护人员为孩子们讲解
了口腔卫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防治蛀牙、
正确刷牙等。“我知道！糖果吃多了会长
蛀牙！”寓教于乐的宣讲方式，引起了孩子
们极大的学习兴趣。

另一边，在会议室里，孩子家长齐聚一
堂，聆听医院专家团队讲解心肺复苏、海姆
立克急救法的正确操作方式，并进行模拟演
练。“掌握这些急救技能后，孩子遇到危险情
况，我们才知道如何应对。”学生家长表示。
随后，秋冬季疾病预防、儿童近视预防等知
识的讲解也让家长们受益良多。

车城松树坪幼儿园负责人表示，医
护人员进园开展活动，让老师、孩子和家
长学习到了健康知识，有助孩子们健康
成长。

82 岁的肖奶奶左腹部隐隐作痛约四
五年，一直未到医院做健康检查。近日，
她病情加重，疼痛难忍，才在亲人的劝说
下来到雁江区人民医院就诊。

经过详细检查，医生发现肖奶奶腹膜
后长出了巨大包块，分布在右腹部，且已将
腹部撑起，外形肉眼可见。医生表示，肖奶
奶情况十分严重，在符合手术指标的情况
下，必须立即手术切除。10月 13日，雁江
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成功为她实施了腹腔
镜下右侧腹部内巨型包块切除术，将5个包
块悉数取出。经测量，每个包块的直径均

约10厘米左右，宛如馒头般大小。
“这位患者的包块可能在肚子里面已

经长了十余年甚至二十年，才会有这么惊
人的尺寸。”雁江区人民医院医生在此提
醒，人体内巨大的包块可能是一种来源于
生殖细胞的畸胎瘤，一般都是良性的没明
显症状，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腹痛、腹部
包块、腹胀等情况。大家如果出现身体不
适，应该尽快到正规医疗机构问诊。有条
件的，建议定期到正规医院进行健康体
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谢承爽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 董瑞丰 徐
鹏航）监测结果显示，今年3月以来全国流感活跃
度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尤其9月以来，我国南方一
些省份流感活跃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专家研
判，今冬明春可能存在新冠肺炎和流感叠加的风
险。流感疫苗接种需要注意什么？能否和新冠
病毒疫苗同时接种？专家对此进行了回应。

“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尤
其是婴幼儿和老年人接种之后可以降低严重
并发症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表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能代替

流感疫苗，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建议流感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在
14天以上。

王华庆提示，既往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
同技术路线的疫苗，如出现急性过敏反应，后
续不能接种此流感疫苗。在接种过程中受种
者要如实向接种医生报告健康状况和用药史，
有些药物会影响流感疫苗接种效果。

“目前接种的流感疫苗主要有两大类：减
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王华庆介绍，这两类疫
苗应用对象不同，疫苗特性和禁忌也不同，人

们接种前应向医生说明自己的情况，由医生判
断更适合接种哪种技术路线的流感疫苗。此
外，接种流感疫苗后要在现场留观 30分钟。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
绍，秋冬季来临，流感等疫苗的接种需求有所
增加。为统筹做好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和
其他疫苗的接种保障工作，近期有关部门进行
了部署，要求各地落实接种工作各项要求，合
理安排接种力量，扎实有序推进疫苗接种工
作，保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其他疫苗接种工
作不间断。

哪些人需要打疫苗加强针？不断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是否会成为一种常态？

“根据专家研究论证结果和疫情防控需要，近日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启动了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
作。”吴良有表示，完成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公
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的灭活疫苗和天津康希诺公司的
腺病毒载体疫苗全程接种满 6个月的 18岁及以上人群，
可进行一剂次加强免疫。

吴良有介绍，加强免疫接种目前优先在感染高风险
人群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中开展。同
时，各地要统筹考虑口岸、边境、重大活动等疫情防控需
要和60岁及以上等感染后导致重症风险高的高危人群等
因素，扩大加强免疫接种人群范围。对其他符合条件且
有接种需要的人群，也提供加强免疫接种服务。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加强
免疫可以快速让抗体水平反弹。目前开展的是重点人群
加强免疫，后续是否扩大范围，需要更多研究数据做出综
合研判。

“要确定疫苗接种最佳程序，还需要不断研究，但不
断开展加强免疫接种不是我们最终的选择。”王华庆说，
希望将来能更好达到牢固的人群保护效果。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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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晨检+科普宣讲

医护人员走进幼儿园
呵护孩童健康成长

市中医医院援几内亚比绍医疗队队员武滔：

迎难而上显担当中非友谊传佳话

□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徐鹏航

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本土疫情，扩散风险仍在
加大。新一轮疫情的处置情况如何？疫苗加强针怎么
打？秋冬季疫情防控有哪些注意事项？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24日就公众关心的问题集中做出回
应。

脐带过长缠住宝宝医护用心助力降生
乐至县中医医院守护母婴健康

接种流感疫苗需要注意什么？
能否和新冠病毒疫苗同时接种？

专家回应来了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徐鹏航 邱
冰清）为全面掌握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状
况、促进青少年儿童健康发展，国家卫生
健康委、教育部对《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
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中小学生健
康体检管理办法（2021年版）》。办法明确
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出现健康问题
的学生建立档案并随访。重点围绕超重、
肥胖、营养不良、脊柱弯曲异常、视力不
良、龋齿等健康问题开展工作。

与修订前相比，办法结合现阶段我国
中小学生常见健康问题，对体检项目进行

了适当调整，并将体检项目划分为基本项
目和可选项目两部分。基本项目中，新增
腰围、臀围、听力、外耳道与鼓膜、扁桃体等
项目。此外，明确眼科检查内容为眼外观、
远视力和屈光度。可选择项目包括眼位、
色觉、外生殖器、胆红素等。

此外，办法增加了质量控制与感染管
理、信息管理与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要求
每年定期对学生健康体检机构进行体检
现场抽测，严格开展质量控制；核对体检
人员资质和培训考核合格记录，检查体检
人员健康状况，预防交叉感染。

警惕肥胖和近视眼！
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修订

雁江区人民医院

成功为患者切除腹部巨型包块

10月17日以来，国内出现多点散发本土疫情，呈快
速发展态势，一周之内已波及11个省份。

“感染者大多有跨地区旅游活动，疫情进一步扩散
风险仍在加大。”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
发生疫情的地区，要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未发生疫情的
地区，要加强监测预警。要严守外防输入各个关口，坚
持人、物、环境同防，减少跨区域聚集性活动，坚决遏制
疫情扩散蔓延。

针对本轮疫情的源头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副局长吴良有表示，本次疫情的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
疫情源头目前还在流调溯源中。现有流调和病毒测序
结果提示，本次疫情由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吴良有介绍，目前疫情总体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非
旅行团的病例数量开始增加。预计随着风险人群排查
和筛查工作持续开展，未来几天发现病例数将继续增
多，疫情波及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此外，监测结果显示，今年 3月以来全国流感活跃
度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尤其 9月以来，我国南方一些省
份流感活跃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专家研判，今冬明春
可能存在新冠肺炎和流感叠加的风险。

疫情发生以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第一时
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内蒙古、甘肃、陕西、宁夏等地，指导
支持地方开展工作。

吴良有介绍，这些工作包括快速激活应急指挥系
统、做好社区防控、严格隔离防疫管理、以核酸检测扩大
预防、科学精准做好流调溯源、做好患者救治工作等。

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旻表示，本轮疫情发生
后，交通运输部第一时间指导涉疫省份交通运输部门抓
住疫情处置的关键期，果断采取了客运管控措施，同时
全力做好应急物资的运输保障工作。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司长刘克智介绍，文化和
旅游部近日连续印发通知，要求紧盯关键环节，把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抓细抓实抓落地，修订完善疫情防控应急
处置方案预案，从严从紧抓好文化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
工作。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副司长李政良表示，海关总署
通过毫不放松抓好入境人员卫生检疫、从严做好高风险
入境货物检疫、顶格实施工作人员安全防护、持续强化口
岸疫情防控能力等举措，坚决遏制疫情通过口岸输入。

疫苗加强针已经开打
重点人群优先接种

抓住疫情处置关键期
果断采取管控措施

本次疫情波及11省份
源头指向境外输入

截至2021年10月24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4例（治愈出院4例），无疑似病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本地
报告病例密切接触者0人，已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地报告病例密切接
触者454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
26755783 26600171（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热、
乏力、干咳等，在村（社区）公卫人员指导
下就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权 威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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