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福
狗辞岁，金猪报春。在 2019年
春节即将来临之际，商丘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全市广大
餐饮服务企业发出倡议，号召
各餐饮服务企业做好“年夜
饭”的供餐工作，规范餐饮服
务经营行为，消除食品安全隐
患，确保节日期间餐饮食品放
心安全，营造“健健康康年夜
饭 平平安安过大年”的良好环
境。

倡导科学饮食风尚，打造
健康餐饮。餐饮企业要结合自
身实际，深入开展“文明餐
桌”活动，积极倡导科学健康
的饮食理念。在进货环节采购
安全、天然、营养的食材；在
加工环节实行清洁工艺，做好
餐饮具清洗消毒和餐厨废弃物
的规范处理；在服务环节营造
一个整洁、节约的消费环境，
把年夜饭打造成“安全、健
康”餐饮风尚的代表。

严防食品安全事故，打造
安全餐饮。保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是餐饮企业和从业者的
基本责任和职业道德底线，也
是社会各界的要求和期望。餐
饮企业要严格遵守各项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餐饮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严格排查食
品安全风险隐患，不断提升餐
饮质量安全水平，努力创造安
全、放心的餐饮消费环境。

恪守职业道德，打造诚信
餐饮。“年夜饭”是老百姓的团

圆饭，幸福饭，餐饮企业全体从业人员必须
树立文明服务、礼貌待客、顾客第一的服务
理念，要以最高的热情、最优的服务、最好
的质量来做好“放心年夜饭”服务工作，使
消费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以文明诚信经
营，赢得良好口碑。

最后，市食药监局提醒市民朋友，预定
“年夜饭”时选择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登记备

案的餐饮单位，选择证照齐全、内外环境整
洁、餐饮具清洗消毒、量化等级评定是
“笑脸”的餐饮单位就餐。就餐过程

中如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及时
拨打12331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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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通讯员 宋
玉梅） 1月19日，虞城县杨集镇谢店村
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村民
们个个脸上喜气洋洋，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当天，由虞城县委宣传部主办的科
技、文化、卫生、法律“四下乡”集中
示范活动在这里举行。虞城县卫计委组
织县中医院、济民医院、药具站组成送
医下乡医疗服务队，携带医疗器械、宣
传资料、计生药具等，为当地群众送医
送药。

虽然是周末，隆冬时节，天寒地
冻，但县卫计委、教体局、司法局、科
技局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在
文化广场上设立好咨询台，以饱满的热
情，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村民们一赶
到，就争先恐后地向工作人员咨询问
题，索要农村种养实用技术、卫生保
健、疾病控制、法律知识等相关宣传资
料，把服务咨询点围得水泄不通，各咨
询点的工作人员，耐心地为村民们解答
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县卫计委服务台前，医疗服务队忙
着为现场村民进行血压、血糖检测，体

格检查，发放健康知识宣传资料，耐心
解答村民提出的各种健康、疾病问题，

对村民们的日常保健，常见病、多发病
的预防进行指导。

“要不是你们这次来俺村义诊，我
这血压高还发现不了呢，医生还给开了
药，真得好好谢谢你们！”70多岁的王
大爷拉着县卫计委副主任苏永信的手激
动地说。

一位怀抱孩子的妇女手里拿着一沓
健康知识宣传手册和两盒避孕药具从人
群里挤出来，笑呵呵地说：“‘四下乡’
服务队来到俺家门口，给俺送来了及时
雨，我不仅学到了致富的信息和技术，
还掌握了健康知识。”

据统计，此次“四下乡”活动中，
虞城县卫生健康系统工作人员免费义诊
300余人次，发放健康科普知识宣传资
料、宣传手提袋等 1800 余份，发放避
孕药具2000只，为300余人次提供健康
咨询，使当地群众切实享受到了健康扶
贫政策的福利，有效缓解了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问题，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和高度好评。

免费义诊3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手提袋等1800余份

虞城“送医下乡”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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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第四次被评为省级卫生县城

本报讯（卫爱民）近日，通过
省级复核，民权县再次荣获“省级
卫生县城”称号。自 2007年首次获
此称号以来，该县已连续四轮通过
复核。

据悉，卫生县城是一项动态性
荣誉，满三年需要重新确认。自
2007 年民权县获得“省级卫生县
城”荣誉称号以来，巩固创建成果
就成了一项常态化工作。该县以巩
固提高卫生县城创建成果，提高市
民素质、提高城市品位、美化城市
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为目的，努力
打造“卫生文明生态宜居美丽幸
福”的新民权，把巩固成果工作作
为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的民心工程来抓，特别
注重让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到巩固创
建成果工作中来，增强了广大市民
对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使城市
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综合管理能力

切实加强，人居环境、发展环境不断
优化，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日益提升。

获得省级卫生县城，并不意味
着创卫程序的结束。按河南省爱卫
办的规定，获得命名的“省级卫生
县城”要在县城醒目位置设置“省
级卫生县城”标志，接受社会监
督；“省级卫生县城”每满三年复审
一次，其间要不间断进行调研、抽
查、暗访、病媒生物防制评估、复
核技术评审等考核环节，复审未达
标不合格的将撤销命名。

下一步，该县各部门仍将继续
坚持健全创卫工作机制，落实各项
创建工作措施，推进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加
大督查考核力度。积极巩固创卫成
果，开展三级联动、“六城”联创活
动，提升城市整体管理水平，营造
卫生靓丽宜居环境，为创建国家卫
生县城打下坚实基础。

许多资料表明，吸烟能损害肺功能。无症状吸烟者吸烟史不长
时，常规肺功能检查可能正常，若进行小气道功能测定，常可显示吸
烟者存在小气道功能异常，且吸烟年限愈长，对小气道产生不可逆影
响就愈大。对于吸烟史较长者，常规肺功能检查即可显示异常。一项
研究表明，吸烟 7年以上者的用力肺活量（FVC），一秒钟用力呼气容
积（FEV1）及最大通气量（MBC）等指标均低于吸烟不足 7年者，吸
烟30年以上者则进一步降低。说明吸烟对肺功能影响有累积作用。

吸烟者患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较多，是不吸烟者的 4—5倍。
戒烟几周后，咳嗽、咯痰减少，可防止肺功能进一步恶化。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吸烟对肺功能的影响

睢县免费为老人接种流感疫苗

本报讯（马 雷）为更好地保障
老年人身体健康，减少老年人季节
性流感的发病率，弘扬爱老敬老的
传统美德，近日，睢县卫计委、睢
县疾控中心组织医务人员冒着严寒
到睢县中心敬老院、康宁医养中心
开展爱老敬老活动，免费为老人接
种流感疫苗，给老人们送去一份健
康保障。

为确保安全接种，医务人员提
前询问老人近期有没有感冒症状、
有无发烧、身体是否不舒服等，并
耐心地为每一位老人做了健康检
查。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医务
人员专门来到老人休息室为他们进

行接种疫苗；对于害怕注射的老
人，他们通过愉快沟通，缓解老人
的紧张情绪。

除了免费接种疫苗外，疾控中
心还准备了免费测量血压等服务。
据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冬季
是流感的多发季，老年人抵抗力较
差，最容易感冒，而由于很多老年
人生活在一起，更是给流感的传播
创造了条件。所以此次他们为敬老
院、康宁医养中心的老人准备了流
感疫苗。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接
种疫苗时还不忘嘱咐老人们注意保
暖和日常锻炼，以增强自身抵抗
力，安全健康过寒冬。

康复医学作为现代医学中的一个重
要分支，是促进病伤残者康复的医学，
主要研究病后伤残有关功能障碍的预
防、评定和处理 （治疗、训练） 等问
题。是集康复临床、教学、科研为一
体，以中医传统特色康复结合现代康复
学的理论及治疗方法为诊疗特色的专
科。

商丘市中医院康复科成立于 2018
年，现有专业康复治疗师 10人，其专
业基础知识扎实，实际动手操作能力
强。康复科在科主任冯威的带领下取得
了引人瞩目的好成绩。该科设有运动治
疗室、作业治疗室、理疗室、言语吞咽
治疗室、平衡评定室、中医传统康复治
疗室。配备有先进的康复治疗训练设
备，如平衡评定训练系统、减重训练系
统、电动起立床、气体压力波治疗仪、
上下肢CPM治疗仪、磁疗仪、神经反
馈治疗仪、减重步态训练仪，各种高、

中、低频治疗仪，冲击波治疗仪，吞咽
治疗仪，语言、认知治疗系统，以及各
种康复训练设备等。

康复科拥有结构合理、临床经验丰
富的康复治疗师队伍，开展以现代康复
治疗技术为主的神经肌肉促通术、关节
松动术、步态及平衡功能训练，能够提
供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包括手工能训
练，行走功能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训练等），言语、认知治疗，并配合中
医传统的康复疗法，使患者最大限度改
善肢体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劳动和工作能力。

对于中风患者，该院改善住院中风
患者的医疗管理模式，提高疗效的系
统，由神经科、康复科医生和专职运动
治疗师、作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等组
成一个有机整体，运用国际上先进的各
种康复仪器设备，为中风患者提供肢体
运动康复、语言认知康复、药物治疗，

以达到使患者更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
调整患者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以利于他们
重返社会。

据介绍，对于任何骨关节以及运动
系统损伤的患者，康复科在中医传统治
疗的基础上，运用骨科康复原则，采取
专业康复手法和康复设备（如电、光、
声、磁、压力等物理因子治疗） 的结
合，对骨折恢复各期、关节损伤术后、
颈椎病急性期、腰突症各期及各种运动
系统损伤的患者进行系统治疗，以尽快
促进血肿和渗出的吸收，促进骨折断端
纤维连接和骨痂形成。防止肌肉萎缩、
关节僵硬、瘢痕粘连、骨质疏松，防止
骨折后的并发症，从而降低致残率，有
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康复科重点诊疗的疾病有：1.神经
疾患的康复：如脑卒中、脑外伤和脑手
术后引发的偏瘫、语言及吞咽障碍、认
知功能障碍，脊髓损伤引起的截瘫、多

发性硬化，儿童脑瘫等。2.骨关节及运
动系统疾患的康复：如运动损伤、外伤
性损伤、骨折术后、膝关节前后叉韧带
重建术后、关节粘连松解术后、关节置
换术后、截肢后、脊柱疾患（腰椎间盘
突出、颈椎病等）和手外伤，关节炎和
结缔组织病、骨质疏松症的康复等。3.
疼痛的康复：如各种急慢性软组织损
伤、脊柱小关节错位、骶髂关节损伤引
起的急、慢性疼痛，癌性疼痛等。4.心
肺及内脏疾病的康复：冠状动脉硬化性
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5.其
他：各种妇科炎症，精神疾患，视觉、
听觉和平衡觉的康复问题等。

康复科本着“以患者为中心，全心
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宗旨，以良好的职
业道德、精湛的康复技术，为患者提供
全面、优质的医疗服务，本着“康复一
人，幸福全家”的理念，使患者重拾生
活信心，回归社会生活。

康复一人 幸福全家
——记商丘市中医院康复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近日，虞城县妇幼保健院举行了以“情系妇幼 放飞梦想”为主题的新春联欢会。联欢会有歌曲、舞
蹈、诗朗诵、小品及情景剧等20多个该院职工自导自演的节目，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处处洋溢着欢乐
祥和的气氛，展现出全院干部职工精诚团结、爱岗敬业的良好精神风貌。 宋玉梅 摄

1月 20日，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孕妇学校举办了
“开启好孕之门”暨“欢度春节·红红火火过新年”
活动。该院工作人员和孕妇学校的学员们精心准备
的朗诵、合唱、戏曲等节目上演。 王雅茜 摄

1月 20日，民权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到帮扶联
系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大米、
面粉、食用油等生活用品，送去节日的祝
福与党和政府的温暖。 孙 琰 摄

民权启动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本报讯（孙 琰）为进一步规范
医疗服务市场秩序，打击非法行医
行为，营造老百姓放心的就医环
境，1月 19日，民权县卫监所组织
召开了 2019年度打击非法行医专项
行动动员会。

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增强紧迫
感、责任感，强化措施、落实责
任，加大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 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

‘黑诊所’、坑害群众利益的游医和
假医、非专业从事医疗美容诊疗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擅自聘用医师或非
医师坐堂行医、以养生保健为名非

法开展诊疗活动、将科室出租或承
包给非本医疗机构人员或者其他机
构从事诊疗活动、聘用非卫生计生
技术人员行医、开展超出登记范围
的诊疗活动”等 8 类非法行医行为
的打击力度。

会议强调，要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集聚各方力量打好攻坚战。
集中精力对全县非法行医情况进行
登记，建立问题台账，做到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确保打击非法行医
专项行动取得实效。要坚持打建并
举、整顿和规范相结合、专项行动
和日常监管相结合等措施，着力为
群众营造安全良性的就医环境。

1月21日，调理师在为一名女性制订盆底肌修复方案。今年以来，夏
邑县仁济堂亚健康调理中心推出深受欢迎的非手术女性盆底肌修复项目，
不少产后妇女前来预约调理。 苗育才 摄

医务人员在“四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中为村民义诊。 宋玉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