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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把房子装修一下袁 再跟她去民
政局登记结婚袁往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了浴 冶日前袁沙洲坝镇群峰村牛岗塘小
组村民刘金石望着外部搭满施工木
架的三层小洋房袁喜不自禁遥

十多年前袁因为家庭贫困袁刘金
石与结发婚妻子离了婚袁 带着女儿
一直住在一处 20 多平方米的土坯
房里遥 那时候袁 刘金石父女俩靠着
自家种植的 10 亩脐橙过活袁但是因
为没有管理资金袁 又疏于管理袁脐
橙长势较差袁 加之当时脐橙价格不
太让人满意袁 收入一直较低袁 甚至
一度亏损遥

2015年袁刘金石经精准扶贫野七
步法冶被识别为贫困户袁在驻村扶贫
工作队的宣传引导和帮助下袁 他申
报得到了 5000 元产业发展资金 遥
5000块钱对于温饱问题都还没有全

面解决的家庭来说袁 确实是雪中送
炭袁 他将这笔钱全部投入到脐橙园
的管理上袁请人为脐橙园装上滴灌尧
药管等基础设施袁 并专门请有经验
的种植大户现场给他传授脐橙种植
技术袁 随着管理经验的不断丰富和
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袁 刘金石的脐
橙园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遥 当年
年底袁 刘金石脐橙园就获得了 8 余
万元的收益遥

群峰村属于沙洲坝镇 12个村之
中发展基础最差尧自然条件相对欠缺
的山区村袁 面对瑞金经开区升级尧园
区扩容的绝好优势袁相当一部分贫困
户没有抓住难得的机遇袁 不愿就业袁
在自身发展动力上严重不足遥刘金石
不同袁他在自身家庭情况异常艰难的
情况袁仍然依靠双手创造了崭新的生
活遥在得知贫困户可以通过小额金融

贴息贷款创业的情况下袁刘金石毅然
贷款 5万元用于肉牛养殖遥 如今袁他
通过高效管理脐橙园和养殖肉牛袁每
年都能获得超过 12 万元的稳定收
益遥 随着日子越来越好袁单身的刘金
石开始考虑组建一个新家袁并经人介
绍认识了现任妻子遥

野今年袁 政府有新农村建设的优
惠政策袁 我家三层砖房的外墙装修尧
晒坪硬化尧水沟尧水冲厕所能省去一
大笔钱遥 冶刘金石拿着结对干部送给
他的新农村建设政策表仔细地研究袁
想到自己这两年顺心顺意尧 好事连
连袁尤其是马上迎来新婚蜜月袁心里
乐开了花遥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
又到开学时袁 市疾控中心专
家提醒袁 夏末秋初袁是各种
呼吸道尧 肠道传染病高发季
节袁 也是食源性疾病易发季
节袁学校尧家长和学生应该共
同做好学校传染病流行传播
防范工作遥

疾控专家介绍袁 开学期
间袁学生尧家长们大量聚集袁
给呼吸道等传染病的流行与
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袁 容易
造成学生之间的传染遥加之
9 月冷热交替袁 早晚温差变
化大袁 呼吸道黏膜不断受到
刺激袁 造成学校和托幼机构
发生传染病疫情危险性突
增遥 因此袁开学时段袁要培养
孩子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袁勤
洗手袁 多开窗通风遥 上课之
后尧削了铅笔之后尧上厕所之
后尧 吃东西之前都要记得用
肥皂洗手遥

疾控专家说袁 值得注意
的是袁在夏秋季节袁由细菌引
起的急性胃肠炎占 80% 以上曰 其次为化
学性食物中毒袁比如农药尧瘦肉精尧亚硝酸
盐等袁发病急袁发病率高袁抢救不及时病死
率高曰 排在第三位的是有毒动植物类袁如
毒蘑菇尧河豚等袁这类中毒病死率高袁致病
原因也最复杂袁 并在近几年呈上升趋势遥
此类疾病重在预防袁外出就餐时袁不可暴
饮暴食袁少吃辛辣油腻食物袁减少过冷过
凉食物遥

本报讯 渊杨友明 记者钟先海冤
日前袁 九堡镇中心卫生院的 12名医
务人员冒着炎炎烈日袁 奔走在密溪尧
小陂尧松燕等贫困村庄袁与贫困户签
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遥为贫困户
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袁是我市推进
健康扶贫再提升工程尧打通健康扶贫
野最后一公里冶的重要举措遥

我市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
理机制袁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责任片
区袁将签约的家庭医生分别设立为驻
村队长尧 常驻人员和全覆盖人员袁实
行家庭医生健康服务野二次覆盖冶遥将
贫困户列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
对象袁通过建立贫困对象签约服务和
健康管理台账袁确保每户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有一名家庭医生对口服务渊贫
困户多的乡镇一名医生对口多个贫

困户冤袁 并要求家庭医生为每位贫困
对象列出服务清单尧 建立健康档案尧
提供重点疾病筛查尧健康体检尧医疗
随访尧 慢性病患者管理和优先服务袁
实现一对一精准帮扶遥 家庭医生按
要求定期或不定期进村入户袁 张贴
发放宣传资料尧 收集贫困户健康信
息尧 指导重点人群掌握相关保健知
识袁 家庭医生必须细致掌握签约贫
困户的家庭成员具体情况和健康状
况袁按各自需求进行分类管理遥 如对
0至 6岁儿童进行预防接种管理袁对
孕产妇进行产前尧产后系统管理袁对
65 岁以上家庭成员每年至少体检 1
次袁对高血压尧糖尿病等慢性病及重
性精神疾病患者等提供每年不少于
4次的随访遥对其他签约精准扶贫对
象袁 提供每年不少于 6 次的健康咨

询和分类指导服务袁 每季度为签约
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开展上门门
诊袁提供 24小时免费电话咨询等袁真
正做到健康扶贫政策第一时间宣传
到位袁 贫困户健康信息第一时间收
集到位袁 对重点人群的健康指导第
一时间落实到位遥

野实施家庭医生一对一服务贫
困户袁 目的是在实施健康扶贫 耶四
保障一提升爷 的基础上袁 让贫困群
众享受更多尧 更好尧 更全的健康关
爱遥 冶 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朱智逵介
绍袁 全市目前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120余个袁为 79342名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对象建立了健康档案袁 与贫困
户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50368
份袁为贫困户开展健康服务 12 万余
人次遥

野三减三健冶

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见行动

本报讯 渊杨艺文 记者温庆本冤9月 1
日袁全国第 11个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冶袁
市中医院志愿者在壬田镇开展 野三减三
健尧迈向健康冶活动袁通过悬挂横幅尧发放
宣传资料尧 免费量血压和健康咨询等方
式袁向群众宣传健康生活理念袁普及常见
慢性病科普知识袁这是我市开展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的一个缩影遥

为全面提升我市居民健康技能袁树
立科学健康观袁我市倡导开展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袁以合理膳食和适量运动
为重点袁以健康教育尧健康促进为手段袁
以野三减三健冶渊 减盐尧减油尧减糖尧健康
口腔尧健康体重尧健康骨骼冤活动为切入
点袁科学传播健康知识袁广泛传授健康
技能遥

减盐尧减油行动开展野少用盐味更鲜冶
和野少用油尧饭菜鲜冶餐饮企业活动袁对健
康食堂尧餐厅尧酒店进行从业人员低盐尧低
油膳食干预知识与技能培训袁开发健康菜
谱袁对油盐使用量进行监测登记遥 开展学
校减油减盐活动袁把相关内容纳入健康教
育课程遥 开展社区减油减盐活动袁开设健
康教育讲座袁进行烹饪技能培训等遥 减糖
行动在学校倡导学生少喝饮料尧 乐享健
康袁多喝白开水尧牛奶等无糖低糖饮品曰在
单位食堂逐步减少并取消含糖饮料的供
应遥

健康口腔行动以幼儿园尧 中小学
校尧社区为平台袁用丰富的形式袁向公
众宣传口腔健康袁促进知识传播曰健康
体重行动对职业场所人员体重采取多
项运动形式进行控制袁 对儿童青少年
超重肥胖进行干预袁 对筛查发现的超
重肥胖居民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
务曰 健康骨骼行动将开展群众体育活
动袁建立骨质疏松健康管理基地袁进行
骨质疏松知识与技能培训袁 提高基层
防控能力袁全面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袁保
障群众健康遥

单身汉喜迎“蜜月”

9月 3日袁在福建连城和江西瑞金尧会昌的爱心人士倾力帮助下袁离开福建家里 30多年的
童奶奶与家人再次相聚遥据了解袁她生于福建连城袁后嫁到福建明溪袁于 30多年前从家里走失袁
先后辗转多地袁以流浪乞讨尧捡拾破烂为生遥 图为童奶奶和家人尧爱心人士合影留念遥

本报记者钟剑灵摄

打通健康扶贫野最后一公里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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