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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洁莉是一名川妹子，现在
在中山森田化工有限公司上班。
多年来，她热心公益，积极参加无
偿献血活动，加入了中山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队，利用自己的休息
时间进行无偿献血和无偿献血的
宣传活动。在 13年时间里献血超
过 8600毫升，志愿服务工时达到
1450小时。去年她曾获“同是中山
建设者”中山百佳异地务工人员
称号，并入选“中山好人榜”，今年
她又获中山市学雷锋志愿服务

“最美志愿者”称号。
邓洁莉高兴地对记者说，虽然

是一名外来工，但她觉得在中山找
到了自身的价值。现在一家人在中
山生活很幸福，今年下半年，她的
女儿通过积分入学可以顺利入读
中山的公办小学了。

每次到市中心血站采集血小
板，邓洁莉要从阜沙坐公交车，中
途转一次车，整个路程加上等车的
时间，要花 1小时 20分钟，女儿周
末没人带，她就抱着女儿，一起去
血站采集血小板，然后，她再抱着
孩子乘车到步行街做献血志愿服
务，经常是从早上 6点从家出发，
中午在街边随便吃个盒饭，下午 5

点多做完义工，带着孩子回到家已
是晚上七八点了。

“虽然一天下来很累，但想到
献血能救人，再累心里也是快乐
的。”邓洁莉说，十几年来她通过献
血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平
时他们也会发动身边的人去献血。

邓洁莉说，到中山生活十几
年，她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第二
故乡。今后，她会一如既往热爱自
己的工作，热爱公益事业，希望能
通过实际行动传播正能量，鼓励更
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无偿献血队
伍中来。

广东省炎症性肠病专
科联盟在市中医院挂牌

促进学科交流
提高诊治水平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黄琳）近日，
广东省炎症性肠病专科联盟授牌仪式于 2019年
广州国际消化高峰论坛上举行，中山市中医院肛
肠科为成员单位之一，该科主任彭林作为代表出
席了仪式。

广东省炎症性肠病（以下简称 IBD）专科联
盟成立于 2015年，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牵
头，省内 26个具有一定 IBD诊疗实力的医疗单
位共同协作。该联盟是通过开展 IBD规范化诊
疗、IBD患者双向转诊、临床资源和生物标本库
共建共享、多中心多学科交流、促进广东省 IBD
诊治水平的非营利性机构，旨在促进广东省 IBD
诊治的规范化，提高省内诊治水平。

授牌仪式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陈
旻湖对各成员单位在 IBD联盟成立至今所参与
的工作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联盟今
后的工作规划及目标，希望使更多 IBD患者获
益。目前，广东省炎症性肠病专科联盟已正式在
市中医院肛肠科门诊挂牌。

对口支援云南昭通的市人
民医院医生助患者与死神赛跑

突发急性心梗病人
“死里逃生”康复出院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林茹珠）日
前，市人民医院对口支援云南昭通盐津县韩莹医
生成功抢救一例急性心肌梗死并心脏骤停患者。

近日，盐津1名患者蒋伯突然觉得胸口剧烈
疼痛，脸色苍白，到附近医院就医，做心电图初步
怀疑心肌梗死。基层医院马上联系盐津医院胸痛
中心急症科主任葛华云。经中山对口支援的韩莹
医生确诊为急性心肌梗塞，病人病情危重，马上
派120出车接患者回盐津医院治疗，同时韩莹医
生安排患者服用心梗一包药，ICU做好准备。患
者进入 ICU后，不到十分钟就出现抽搐，口吐白
沫，心电监护提示心跳骤停。

葛华云马上对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术，韩莹
操作好体外除颤仪（AED），除颤成功，但患者心跳
仍未恢复，继续胸外按压，经过加强药物治疗后，
患者恢复心跳，同时意识恢复。一个半小时后胸
痛缓解，检查显示患者心肌梗塞药物溶栓成功。

经过该院 ICU及内一科医护人员团队的精
心治疗和护理，患者蒋伯近日已经康复出院。

近日,中山爱尔眼科医院就关于开展青少年
近视防控作了直播公益讲座，由中山爱尔眼科医
院院长赵岐就青少年近视的原因及预防控制措
施在线解答。怎样预防控制近视？赵岐提到，家长
应为孩子建立儿童的眼健康发育档案，定期做眼
的屈光生物测量，了解眼轴长度和眼角膜屈光率
的客观数据，进而了解儿童近视的发展情况，以
便及时进行干预，当发现视力下降时要到正规的
眼科医院进行医学验光。

见习记者 蔡伟强 通讯员 蔡丽娟 摄影报道

他们用热血为生命“加油”
————专访三位无偿献血志愿者专访三位无偿献血志愿者

防控近视

今年6月14日是第16个世界献血

者日。今年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安全血

液”。据统计，我市共有2582名无偿献血

者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表彰通报，

其中694人获得金奖，463人获得银奖，

1425人获得铜奖。中山市每年临床用血

量约15吨，每年约需5万人次献血才能

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日前，记者采访了

一群在中山献血长达十几年的爱心人

士，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献血故事。

今年 6月，家住黄圃镇的 80后小
伙王伟生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35岁的他至今累计献血29次，曾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两次，现在他已经
献血17年了。

王伟生从18岁读高三那年开始献
血，家里的献血证已经有了 5本，上面
记录了他每一次献血的时间。

他说，第一次献血后，父母知道了
很生气，认为献血会有损身体健康，但
王伟生认准的事就想做下去。

王伟生最自豪的是，他曾在一年
中两次捐献骨髓细胞救人，至今他还
保存着被救者写来的感谢信。2012年
他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无
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14年 1
月，王伟生接到通知，他与上海一名白
血病患者的移植基因完全相合，适合
捐造血干细胞。

王伟生记得，当他第一次去广州住
院捐献造血干细胞时，妈妈不同意，她
找了所有亲戚劝阻，后来他偷偷跑到广
州。记得当时在广州住院6天，入院后就
开始注射捐髓前的动员剂。动员剂注射
过后，因个体差异可能会有各种反应。
王伟生说，每次注射后全身骨头都痛，

就像患了重感冒一样，有几次他实在
忍不住了，要求医生给止痛药吃。

虽然过程很辛苦，但王伟生并没
有想过放弃。他说，就在他开始打动员
剂时，上海那名患者已经进入无菌室，
等着他的骨髓捐献。8月 5日，经过 4、5
个小时的分离采集，王伟生顺利地完
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想到能救人，
我就不觉得辛苦了。”

捐献完回到中山后，因个体差异，
王伟生在那一个月里，总觉得无力，推
个车子都使不上力。经过了一个月时
间的调理，王伟生的身体才慢慢恢复。

第一次捐献成功后，过了几个月，
患者移植后病情复发，急需王伟生再
次捐献淋巴细胞以延续生命。中华骨
髓库通知他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采
集淋巴细胞。王伟生接到电话后一口
答应。父亲担心连续捐两次对身体不
好，一直阻拦他去。但王伟生说，一个
鲜活的生命等着他去救，而自己又能
做到，为什么不去呢？

据市中心血站介绍，王伟生是我市
第 10个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
者，也是我市唯一一个向同一个病人捐
献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细胞的爱心人士。

记者采访家住东区的林惠芳，
印象最深的是，为了增强身体免疫
力，保证献血质量，47岁的林惠芳坚
持锻炼身体，常年坚持用冷水洗澡。

与其他人献血不同的是，林惠
芳经常是一家三口一起去市中心
血站献血。她说，第一次献血是
2002 年 3 月的一天，她去菜场买
菜，看到很多人在献血车前排队献
血，当了解到献血可以救治他人的
生命后，她就萌发了做一名献血志
愿者的念头，当年的3月19日她成
功献血。回到家里，她把献血的事
给丈夫说了，丈夫表示支持。

在她的带动下，丈夫于 2007
年开始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
夫妻俩在东凤上班，每月都要去血
站献一次血。陈锦棠说，献血后认
识了很多朋友，大家心态都很好，
生活中遇到不顺利的事，想想献血
能救人，心态上就会平和很多。

林惠芳的儿子在美国留学，在
父母的带动下，他在美国读书期间
也曾两次献血，每年放假回到中
山，他就和父母一起到血站献血。

十几年来，为了保证献血质
量，林惠芳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她
每天4点半起床跑步一个多小时，

一年 365天她都用凉水洗澡，即使
冬天出差到北方，她也坚持用冷水
洗澡。她说，这样可以增强全身血
液循环，增强身体免疫力。多年来，
她身体很好，平时很少生病。

他们夫妻俩曾双双获得广东省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林惠芳家的
献血证已经堆了厚厚一摞。每次只
要需要用血，打个电话，林惠芳马上
和丈夫一起赶到血站献血，血站组
织的志愿者活动，只要有时间，她都
尽量参加，她说，献血是一件能帮助
人、救人的事，自己付出的一点点能
帮到人，她觉得很值得。

文/本报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梁玉初 图/市中心血站提供

小伙坦言“捐骨髓细胞辛苦但值得”

“川妹子”坚持在中山献血15年

为了献血她常年坚持冷水洗澡

王伟生
受到表彰。

邓洁莉
在血站献血。

“家门口”看书下棋听讲座
我市健康文化氛围日渐浓厚，镇区纷纷开展具有本土特色的健康文化活动

健康文化是建设健康城市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广泛传播健康文化，大力营造浓厚的健康氛

围，才能逐步建立完整的全民健康工程。日前，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我市健康文化氛围渐浓，全市公共

健康文化服务不断提升，多个镇区都通过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开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健康文化活动。

■多个镇区打造特色健康
文化活动

“现在家门口都有文化室，居民在
社区文化室可以看书，可以下棋娱
乐。”小榄镇居民梁先生这样说。据了
解，小榄镇先后建成 330多个免费开
放的文化活动场馆、3350多个(处)体
育运动场所和设施，通过大力加强文
体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全民健康文化
发展。该镇推进“一社区一品牌”建设
工作，高标准升级建设15个社区文化
室，建成“一卡通”社区图书馆电子查
阅系统，实现特级文化室全社区覆盖。

古镇倡导健康+文化修身，提升
居民精神文明综合素养水平。该镇深
入社区、机关、企业、学校等开展健康素
养讲座及健康技能培训，树立居民“大
健康、大卫生”观念。近两年来开展几十
场健康素养讲座及健康技能培训。此

外，全镇大力开展“健康家庭·幸福家
庭”评选活动，提升健康素养水平。

“现在全市各镇区都已开展了丰
富多样的特色健康文化活动。”据市爱
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坦洲镇成立健
康教育讲师团，建立一支由 15名市、

镇有关领域专家组成的专职讲师团队
伍，每年深入开展健康知识“入农村、
入社区、入学校、入单位、入厂企”活
动。“坦洲镇健康大讲堂”惠及群众近
1.4万人，成为该镇健康教育和公共卫
生服务的品牌项目。

■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270家

家住火炬区尚城花园的市民刘先
生每晚都会带着孩子去小区门口的自
助图书馆看书，他说，自从今年这个图
书馆对外开放后，他们一家人又多了
一项健康文化活动，即每天晚饭后去
书屋阅读一小时。书屋里面有空调，设
有书架、桌椅等设备，有8000余册图书，
适合不同的人群阅读。据了解，除火炬
区外，横栏镇、三角镇、南朗镇等镇区也
都建起了自助图书馆，供居民阅读。

随着各镇区大力开展健康文化
活动，目前全市健康文化氛围渐浓。
一项数据显示，我市公共健康文化服
务不断提升，2018年全市已建成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70家，每万人
拥有室内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达到
1500平方米，达到年度工作目标；每
万人拥有“三馆一站”面积达到 450
平方米，全市公共图书馆新增藏量
52.3万册。

■全市公共健康文化服务
不断提升

市健康教育所所长覃丽坚介绍，
为了更快速有效地提高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去年我市创新开拓健康教育（体
验）直通车项目，利用VR新技术，给
居民提供直观、形象、生动的健康知识
体验。该项目已在全市 24镇区 220个
点开展流动式服务，为 7万人次市民
提供体验，实现群众对健康知识主动
学习而不是被动灌输。

据了解，我市实施健康素养“六
进”活动，把“健康素养 66条”知识送
进社区、送进家庭、送进各类人群。至
去年底，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提升服务
活动覆盖中山 277个社区（行政村），
全面落实《中山市居民健康素养提升
三年服务计划（2017-2019年）》。

我市创新推行“社工+义工+专
业”的健康教育模式，推动全民共建
共治共享健康生活，助力社会融合。据
介绍，今年下半年，我市将继续推行

“社工+义工+专业”的健康教育模式，
持续弘扬健康文化倡导健康行为，充
分发挥基层健康教育人员作用，进一
步提升全民健康文化以及心理健康
素养。

本报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黄海航 梁健

中山市老龄健康工作
推进会召开

板芙慢病管理
经验获肯定

本报讯（实习记者 蔡伟强 通讯员 林青
霞）6月11日，我市召开2019年老龄健康工作推
进会，会议传达了广东省医养结合工作现场会
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老龄健康工作任务。市卫
健局相关领导及全市 24个镇区卫计局领导、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老龄工作人员共 100多人参
加了会议。

当日，板芙镇作为全市三个镇区代表之一，
在会上作“互联网+慢病管理”经验分享。据了
解，板芙镇从 2016年开始，以“互联网+慢病管
理”为抓手，积极推动创建“板芙智慧健康小
镇”，让辖区近8000名慢病患者受益。

会后，中山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雷继敏肯定
了板芙镇“互联网+慢病管理”工作，他指出，板
芙镇作为全市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能与时俱进，
用最先进的“互联网+慢病管理“工作模式，给辖
区群众带来便利，为全市老龄化工作做了很好
的探索和示范作用。他希望板芙镇能扎扎实实
将该项创新工作进一步推进，为全市做好样板，
助力老龄健康工作。

三乡镇举办胃肠道不适事件应急演练，提高师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周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