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为主 服务大众
科学严谨 促进健康

瑞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节前袁市妇幼保健院全院职工欢聚一堂袁举行野同心同心 共创未来冶为主题的迎
新年文艺晚会遥 晚会现场袁职工们自编自演的小品尧朗诵尧歌舞尧器乐演奏等节目精
彩上演袁引来阵阵热烈的掌声遥 黄媛 摄

问“细”于民见初心
阴陈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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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一条野红都救援队接家属
求助袁 花季少女离家出走多日未归袁
父母焦急万分袁急盼儿归袁求扩散袁求
转发冶出现在朋友圈遥记者发现袁该条
信息系 1月 28日发布袁1月 25日 23
时许袁13岁学生廖某离家出发袁理由
是当晚 22时廖某和家人一起逛街回
家袁和家人争执要手机袁家人没有满
足而负气出走遥

记者发现袁野熊孩子冶 离家出走
事件频频成为热门事件和关注焦
点遥 市公安局接处警系统显示袁1月
7日到 1月 14日袁先后有 8名野熊孩
子冶走失遥1月 7日下午袁解放小学学
生廖某宁走失袁 瑞金市公安局象湖
派出所尧 应急处突大队尧 巡逻队大
队尧 情报大队等多部门联动在全城
开展搜寻袁经过近 14个小时的不眠
寻找袁8日 9时许成功被找到遥 1月
12日袁 日东乡小学生张某昊尧 李某

鑫尧谢某平尧赖某强四人早上私自乘
坐公交车从日东乡去往市区游玩袁
次日早晨袁 日东派出所民警在某宾
馆内发现还在熟睡的四个孩子遥1月
12日 19时许袁象湖镇三年级学生陈
某锋走失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袁不到
1个小时就将男孩找回遥 1月 14日
14时许袁夏某杰和钟某俊走失袁在象
湖派出所民警和市红都救援队队员
的努力下袁 当晚被发现在大润发超
市内遥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市所有走失
儿童全部平安回家袁 我们要为广大热
心人士点赞袁 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
思遥 小孩为何频频走失钥 小孩结伴游
玩尧 留守儿童疏于看管尧 小孩贪玩走
丢尧 忘记回家路噎噎这些都是小孩走
失的主要原因遥野虽然走失原因多种多
样袁但经过梳理我们发现袁归根结底都
是由于家人的疏忽造成的遥冶从教多年

的刘可明老师表示袁 孩子不能娇生惯
养袁要进行感恩教育袁这样孩子才不会
一时想法没有满足而负气出走遥

市公安局民警还为广大市民支
招院对表达能力有限尧不能准确表达
基本信息的孩子袁应为其制作一张身
份卡袁上面写清楚小孩的姓名尧家庭
住址及联系电话袁放在他们的衣袋内
或挂在其脖子上曰平时经常让孩背诵
易记的家庭信息袁 特别是电话号码袁
教会孩子拨打 110等曰多给小孩拍摄
生活照袁万一发现小孩走失袁家人应
马上报警袁并向警方提供其近照遥

野感谢黄主任的帮
忙袁如果没有她袁后果不堪
设想遥 冶1月 31日下午 5
点多袁在城管大队办公室袁
市民肖先生紧紧抱着走失
的两岁女儿激动不已遥

1 月 31 日下午 4 点
30分左右袁城管大队队员
黄水华与往常一样在中
山北路巡逻遥 当她走到中
山路菜市场附近时袁一个
小女孩吸引了她的注意院
这个小女孩大概两三岁袁
满脸泪痕一个人在路边
东张西望噎噎直觉告诉
黄水华袁这个小女孩很可
能与家人走散了遥

野小朋友袁 你一个人
吗钥 你爸爸妈妈呢钥 冶黄水华走上前去袁弯下
腰问下女孩遥 小女孩不说话袁 只是一直哭遥
野别怕袁阿姨带你找爸爸妈妈好吗钥 冶黄水华
耐心地哄小女孩遥 在黄水华的安抚下袁小女
孩很快停止了哭泣平静下来袁拉着黄水华的
手往中山酒店方向走袁 然后走进一个杂货
店袁指着店老板喊野妈妈尧妈妈冶遥 可杂货店老
板却一直否认袁称自己压根就还没有孩子遥

从杂货店出来袁小女孩又拉着黄水华继
续往前走遥 野你们认识这个小孩吗钥 冶黄水华
一边走一边问沿街商店的店主遥但始终没有
找到一个认识小女孩的人遥 就这样袁黄水华
被小女孩拉着在马路边转悠了好几圈遥 于
是袁黄水华一面拨打了 110 报警袁一面把小
女孩带回大队办公室遥

与此同时袁正在找小女孩的肖先生一直
找不到女儿袁 也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求助遥
接电话的警员告诉肖先生袁称刚刚也接到城
管队一个队员的电话说发现一个走失的小
女孩袁其特征和肖先生描述的差不多袁请他
到城管大队办公室认领遥肖先生急忙赶到城
管大队办公室袁看到女儿正在黄水华的陪伴
下袁安静地吃着零食遥肖先生一把抱住女儿袁
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噎噎

原来袁当天下午袁肖先生的父亲带着小
女孩到街上游玩袁当爷孙俩来到城西邮政银
行门口时袁 正有很多书法家在写春联送春
联袁喜好书法的爷爷就停下来看书法家写春
联袁看得很入迷遥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袁发现
孙女不知去向噎噎

春节期间袁人们纷纷从全国各地
奔赴家乡袁 马不停蹄地走亲访友袁接
触与感染流感的风险明显升高遥那么
流感高发期袁如何机智应对袁科学有
效预防流感呢钥

一尧流感是什么钥 得了流感有哪
些症状钥

流感袁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对人
类健康危害较重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遥 流感易引起并发症袁严重者会危
害生命遥 婴幼儿尧老年人和患慢性病
者尤其需警惕遥

感潜伏期通常为 1原3日袁 症状
包括高热尧头痛尧肌肉酸痛尧极度疲
乏尧流鼻涕尧咳嗽及喉咙痛等袁儿童还
可以表现为恶心尧呕吐和腹泻等消化
道症状遥 年幼的儿童尧年长者以及慢
性病患者如 渊肺部疾病尧 糖尿病尧癌
症尧肾病或心脏病冤容易出现并发症
如慢性病恶化尧肺炎以及死亡遥

二尧 流感和普通感冒有什么区

别钥
普通感冒一般起病较缓袁发热通

常为低热尧咳嗽尧鼻塞尧流鼻涕等上呼
吸道症状比较明显袁而头痛尧肌肉酸
痛尧 极度疲乏等全身中毒症状较轻袁
且传播也慢曰 流感则通常起病急袁体
温常超过 39益袁全身中毒症状较重袁
往往会在短时期内形成流行遥

三尧流感的传播途径有哪些钥
流感主要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咳

嗽及打喷嚏时产生的呼吸道飞沫传
播袁有时候亦可通过接触表面沾有病
毒的物件后再接触口鼻而染病遥

四尧如何预防流感钥
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及防止出

现并发症的有效方法之一袁对某些容
易因流感而出现并发症的人士尤为
有效遥接种疫苗后需约两星期时间让
身体产生抗体遥接种疫苗后产生的免
疫力会随时间降低袁一年后可能降至
没有保护作用的水平遥

此外袁应采取以下措施袁以预防
感染呼吸道疾病或流行性感冒院

1尧 注意均衡饮食尧 定时进行运
动尧有足够的休息尧减轻压力和避免
吸烟袁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曰

2尧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袁打
喷嚏尧 咳嗽和清洁鼻子后要洗手曰洗
手应用清水和肥皂清洗袁时间不少于
半分钟曰

3尧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曰
4尧 避免前往通风欠佳及挤迫的

地方曰
5尧如发现有类似流感的病征袁应

尽可能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场所袁并尽
早找医生诊治袁尤其是儿童尧老年人
及慢性病患者遥

观察

越是细微处袁越是见真情遥
2月 1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走进北京

草厂胡同的两个居民院落袁仔细询问他们日
子过得怎么样尧冬天用什么取暖尧每个月的
电费要多少尧年货备齐没有遥 在居民朱茂锦
家袁 习近平总书记同他们一家人包饺子尧炸
饹馇尧聊家常袁不少网友感慨院野太暖心了浴 冶

这些年袁每逢春节前夕袁习近平总书记
都会走进基层袁看望慰问干部群众遥 他第三
次上井冈山袁与老乡一起打糍粑袁动情地表
示野在扶贫的路上袁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袁
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冶遥 他冒着零下 30多摄氏
度的严寒袁走访内蒙古困难林业职工袁察地
窖袁摸火墙袁看年货袁坐炕头遥 这次在北京看
望慰问时袁他还临时下车袁走进一家路边小
餐馆袁同店主和顾客热情交流曰来到旁边一
个快递服务点袁 看望仍在工作的 野快递小
哥冶遥 一个个暖心细节尧动人场景袁每每成为
网友热议的话题袁让人深切感受到一个大党
大国领袖的人民情怀遥

细节之所以被人们铭记袁 瞬间之所以
野让人心里暖暖的冶袁不仅在于野一点架子也
没有冶的平易近人袁更在于其中所彰显的野中
国共产党的追求就是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
好冶的不变初心遥 点滴小事里有安危冷暖袁柴
米油盐间有万家忧乐遥 看得细尧问得细尧了解
得细袁既是一种示范袁也是一种倡导遥

犹记几年前湖南苗族大妈和习近平总
书记的一问一答袁野怎么称呼您钥 冶野我是人民
的勤务员遥冶朴实的宣示袁彰显共产党人始终不
变的信念院心中有群众袁真正了解群众在想什
么尧需要什么袁才能把工作做到百姓心坎上遥

春节流感巧预防 阖家健康过大年

寒假警惕“熊孩子”走失
阴见习记者吴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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