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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可选择游泳、练习瑜伽、跳健
身操等，老年人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
等，每天1次，每次持续20分钟至30分钟。

●如遇到雾霾天气或天气不佳时，应避
免室外运动。建议进行一些室内活动，或者

做些家务，也可
以达到同样的
锻炼效果。打
扫房间 40分钟
或擦地板 35 分
钟，消耗的能量
相当于快走 30
分钟，或爬楼梯
15分钟，或中速
跳舞25分钟。

“节后综合征”怎么破

●牟瑛

春节后重返工作岗位，微博、微信的朋友圈里，
出现了不想上班、身心萎靡、情绪低落、胃口差、失
眠、便秘、头晕、头痛，甚至对上班产生厌恶或恐惧
感的信息。对此，你是否感同身受呢？此文教你如
何缓解“节后综合征”。

症状一：失眠或睡不醒

春节期间，人们忙于“云”聚会、娱乐，常
常熬到深夜不睡，白天补觉，结果一上班烦
恼就来了。很多人节后出现失眠、早醒，同
时又有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等症状，严重的
甚至影响工作。此时不妨遵循“睡眠健康新
七点”原则，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
境，调整睡眠习惯，缓解睡眠紊乱和疲劳。

●在窗帘上加个遮光层，关掉所有带亮
光的电器，让卧室彻底黑暗。

●放舒缓的轻音乐。
●睡前不要做任何动脑的活动，不要谈

论让人兴奋的事情。可以适当做点轻柔活
动，比如瑜伽动作，或床上体操。

●白天尽量不喝咖啡和茶，如果实在想
喝，要在下午5时之前喝。

●尽量早休息，在固定的时间躺到床
上。睡前半小时不吃东西，不喝大量水，睡
前去卫生间，避免起夜。

●睡前1个小时至2个小时，喝一小杯
牛奶或红酒，有助于睡
眠和养颜。

●睡前洗个热水
澡，或者用热水泡脚，
放上精油，生姜和薰衣
草，可以让身体和大脑
放松。

症状二：胀气或频繁排气

由于节日里进食了过多的高脂肪、高蛋
白食物，所以胃肠道的负担较重，容易出现
积食、腹胀、排气等现象。虽然恢复正常生
活后，这些症状逐渐会缓解，但对于职场中
人来说，在办公场所突然排气，还是非常不
雅和尴尬的。要避免尴尬，可试试以下方
法。

●进食过多肉类、鸡蛋、油炸食品等蛋
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会使肠道发生食物滞
留。滞留的蛋白质在消化道内被分解后，可
产生大量硫化氢，也就是类似臭鸡蛋的气
味。因此建议每日晨起，空腹喝一杯温开
水，以促进新陈代谢，缩短粪便在肠道停留
的时间。

●消化不良会使毒素停留在肠道，重复
吸收。节后应多吃一些养胃、促消化的食
物，如山楂、魔芋、黑木耳、海带、山药、苹果、
草莓、蜂蜜、糙
米等。

● 可 在 每
天下午 3 时左
右喝一杯酸奶，
帮助胃肠道恢
复肠胃菌群平
衡。

症状三：精神萎靡不振

生活作息紊乱、运动减少，会使人精神
萎靡。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可消除倦怠症
状。但是由于目前受天气影响，所以此时比
较适合进行节奏和缓的运动。

（武帆/绘）

公共卫生，这一在人类对抗传
染病、流行病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事
业，不同于普通的医疗服务、临床
治疗，而是重在通过预防、监测、宣
教等方式促进公众健康。在社区，
人们常见的疫苗接种、环卫监管、
食品安全等，都是身边的公共卫
生。可以说，公共卫生是公共事
业，需要人人参与。此次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就
是一次生动的公共卫生教育课、实
践课。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公共卫生
工作效果显著。疫情过后，如何加
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避免“病来
重视，病去忽视”，值得深思。这次
疫情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
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比如财政投
入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社会力量
有待激活等，这些问题都急需解
决。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平

战结合，需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
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推动工作力量向一线下沉。

在预防为主的健康策略中，有
一个三级预防理论，第一级预防疾
病发生、第二级尽早发现疾病、第
三级减缓疾病发展速度。公共卫
生作为一项关乎疾病预防、人人健
康的公共政策，政府是责无旁贷的

“零级预防”。当前，我们既要研究
如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
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
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
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
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问题，也
要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和基层
防控能力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
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
价和激励机制，推动公共卫生服务
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
真正推动医防结合，才能把问题解
决在萌芽之时。

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公共卫生事业是全球都
要强化的健康板块。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公共卫生
系统正在承受巨大压力。有专家
说，这场危机将改变公众，使公众
对卫生部门优先关注。随着现代
医学科技发展和公共卫生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人类有效控制住了霍
乱、鼠疫、流感等传染病。我们相
信，随着公共卫生体系和国际防疫
合作的加强，未来面对可能出现的
疾病威胁，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会更从容、更有力。

治已病更要治未病。预防疾
病、保障健康，我们既要讲个人卫
生、提高个体免疫力，也要讲公共
卫生、提高群体健康水平。以抗击
疫情为起点、以爱国卫生运动为契
机，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完善公共
卫生设施、树立公共卫生理念，就
一定能以健康中国护航美好生活。

七师胡杨河市卫健委实施“一队一网一包一规范一
考核一结合一建设”工作策略，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一队：创建疾控中心、协管中心、团场医院、社区卫
生服务站“四位一体”的协同工作模式，组建全科医生团
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一网：实行网格化管理，以200户居民为一个单
元，建立健康子网格，每一个子网格有一个档案盒，以
户为单位建立工作台账。

一包：在社区医生中开展以全科医生团队为单
位的契约式打包服务，每年年初确定工作任务，按
季度考核，体现优绩优酬。

一规范：一是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服务规范及
相关领域知识，纳入每年培训内容。二是制作慢性病服
务流程图，张贴在各卫生服务站，提醒卫生人员按流程操
作，也便于服务对象监督医务人员是否按流程提供服
务。三是制定真实性标准，一项不符，视为不真实。

一考核：坚持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考核，并将考核
结果与年终经费分配挂钩，充分发挥奖励机制的杠
杆作用。

一结合：与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团建设工作
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一建设：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
（七师胡杨河市卫健委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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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公共卫生 防疾病于未发
●梁言品

2月4日，十三师红星医院消化科医师（左）指导红星一场医院进修人员使用医疗设备。
李鹏臻 摄

卫
生
服
务
进
家
门

看
病
便
捷
又
省
心

—
—

兵
团
基
层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均
等
化
建
设
纪
略

何谓“七个一”建设？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是国家构建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基
础，是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
健”的基本途径。基层公共卫生服
务正在从疾病治疗向全面健康管理
转变，保障职工群众不生病、少生
病。除了看病以外，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还承担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等健康管理职能，服务方式
向上门服务和主动服务转变。

近年来，兵团把加强基层公共
卫生服务作为改善医患关系、解决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和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基层公共卫
生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人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已达
74元，完成全民免费健康体检，连
续4年儿童常规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9%以上，建立了兵团妇女“两癌”
筛查工作长效机制，全周期全人群
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链条初步
形成，在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方面取得很大突破。

探索模式
师域医共体实现资源共享

“家庭医生经常到我家巡诊，对我的
身体状况非常了解，他们能快速确诊，对
症下药，让我省时省力又能少花钱，服务
太贴心了。”1月25日，四师七十一团职工
周丽娜对七十一团医院家庭医生赞不绝
口。

作为职工群众的健康“守门人”，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
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等服务。七十一团
医院以分级诊疗平台为抓手，推动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全覆盖，做到“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延伸至
每家每户，职工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明显提升，实现了让职工群众在家有

“医”靠。
“健康一体机能够量血压、测血糖等，

我们可以用它更好地服务患者。”七十一
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负责人唐斌
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为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残疾人等提供上门服务，进行
健康管理。

去年，四师可克达拉市总医院为各团
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提供了健康一
体机，定期为基层职工群众进行健康体
检，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建设。

“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目
前，七十一团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12个，签约人口8431人，签约覆盖率近
90%。”唐斌介绍，七十一团医院已挂牌为
四师可克达拉市总医院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及双向转诊“示范医院”。

“高效、便捷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使
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的作用进一步凸
显，既能满足职工群众的就医需求，又能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效
率。”四师可克达拉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
任何平说，去年，在医共体模式下，师市探
索了基层医院家庭医生与师医院多学科
医疗团队对接的“1+N”模式，实现了从团
场医生“单兵作战”到与四师可克达拉市
总医院各专科上下联动、远程互动的“联
合作战”，为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工作的开
展扫清了障碍。

创新服务方式
提升职工群众就医获得感

“真是方便，不用花1分钱，我在家门
口就能做检查，医护人员提供的服务还特
别周到。”1月29日，七师一三○团育才路
社区居民高素平高兴地说，社区卫生服务
站环境好，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特别好，
卫生条件也很好，他们身体不舒服都愿意
去这里。

育才路社区卫生服务站还精心打
造了“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提供
健康自测工具、健康教育宣传资料等，
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
务，推动了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由“治疗
为主”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转变，朝
着预防、治疗、康复、健身、养生一体化
方向发展。

“我现在吃盐少了，炒菜放油少了，我
的血压正常后，整个人感觉比过去精神多
了。”今年63岁的李勇说，在社区卫生服
务站听了关于高血压病的预防与治疗讲
座，一年多来，他严格控制油、盐摄入量，
改变了以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通过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意识，初步实现得病有
人看、防病有人帮、健康有人管。”育才路
社区卫生服务站卫生员陈雨露说。

近年来，七师胡杨河市推行公共卫
生服务均等化，采用疾控中心、协管中
心、团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四位一
体”的协同工作模式，通过采取多种措
施，进一步细化和拓展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为育龄妇女孕前和孕早期免费增补
叶酸；健全居民健康档案、电子档案管理
体系；进一步提高对儿童、孕产妇、65岁
以上老人以及高血压病、糖尿病、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的健康管理率；免费为辖区
居民进行体检。

七师胡杨河市卫健委负责人王文栩
介绍，基层卫生室是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七师胡杨河市卫健委通过
聚焦难点堵点，深入推进“七个一”建设，
目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一体化管理
的“一盘棋”已初步形成，基层卫生健康服
务能力明显提升，职工群众的满意度、信
任度明显增强。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基层诊疗水平

“当时，我的心脏病犯了，刚到医院的
时候疼得受不了，多亏了医生及时救治，
让我转危为安。”2月1日，十三师红星一
场退休职工向军说起治病的过程，对红星
一场医院的医生赞不绝口。

向军说，现在国家出台了惠民政策，
医保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住院费用基本
都报销了。

红星一场医院医生刘振坤介绍，向军
到医院时，病情比较危重，如果不及时救
治，他会有生命危险。以前的医疗水平
不高，危重患者需要转院治疗，在转院途
中也有无法预料的危险。去年，十三师红
星医院医共体建立以来，遇到胸痛或有心
脏方面疾病的患者可进入胸痛联络群，上
传患者的病情资料，红星医院心内科医护
人员会第一时间进行帮扶和指导，在急危
重症患者的抢救和医务人员医疗水平的
提高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能让职工群众看好病，十三师红
星医院医共体着眼于基层医疗卫生人才
队伍建设，设立每年不少于300万元的人
才引进专项资金，推行岗位聘用制度，实
行全员聘任、竞聘上岗等制度，确保医疗
人才留得住；加强在岗培训，定期举办培
训班，提升基层医护人员的理论水平和诊
疗水平。

十三师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谢欣介
绍，如今，公立医院薪酬制度不断完善，实
行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奖勤罚懒，建立健
全激励约束长效机制。薪酬分配向临床
一线倾斜，向关键和紧缺岗位、高风险和
高强度岗位、高层次人才、业务技术骨干
和成绩突出的医务人员倾斜，激发医护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