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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堡镇在村(居)野三化冶建设工作中袁注重高标准规划尧高质量建设袁打造了一批功能齐
备尧别具一格的村级办公场所遥 图为密溪村党群服务中心遥 本报记者崔晓燕摄

近期袁瑞林 1# 瑞红村污水处理站配套设施
正在加快推进中遥 工程包括主管 567 米尧 支管
1904 米等内容袁预计八月底完工遥 建成后将惠及
瑞红尧 大坪尧 圩镇居委会三个村居袁 覆盖居民
6873 人遥 图为近日施工现场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本报讯 渊记者崔晓燕冤干净
整洁的村内道路袁 幽雅温馨的农
家小院袁姹紫嫣红的小花园袁美丽
舒适的健康小长廊噎噎走进拔英
乡赤沙村袁 清新美好的感觉扑面
而来遥赤沙村的成功打造袁是拔英
乡一以贯之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缩影遥

该乡以保护绿水青山和田
园风光为基本原则袁在不推山尧
不填塘尧不改变原貌尧不破坏生
态的前提下袁 巩固脱贫攻坚期
间村庄整治成果袁 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常态化袁 处处呈现生态
良好尧风景优美尧环境整洁的新
风貌遥

示范整体带动遥 乡党委班子

及党员队伍尧村组队伍尧巾帼志愿
者代表队伍从自身做起袁 率先对
自己现居住的房屋前后尧 庭院环
境进行自查自纠袁 带头做到房前
屋后尧两边弄堂整洁干净袁无杂物
和垃圾堆放遥

舆论宣传攻势遥 通过悬挂宣
传条幅袁定期更新宣传栏尧微信公
众号袁发放宣传单等各种形式袁宣
传环境卫生政策袁 号召村民积极
行动起来袁参与环境建设遥通过在
辖区组织观看人居环境整治宣传
记录片袁对各村好的典型尧经验进
行宣传学习遥 同时制定了各村环
境保护村规民约袁 倡导农户不乱
堆乱放尧乱丢乱扔袁保持房前屋后
干净整洁遥

大力开展集中整治遥 4 月份袁
拔英乡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
整治月活动袁 集中全乡人力尧物
力进行环境综合整治袁包括河道
垃圾及日常生活垃圾的清理尧农
户庭院及小组公共区域卫生的
治理尧 道路通畅及圩镇卫生整
治遥 同时袁大张旗鼓在全乡范围
内开展了一次环境卫生流动现
场会袁 具体抽查小组公共区域尧
农户及村组干部的家庭卫生遥 6
月份袁开展了一次野拔英乡人居
环境整治集中周冶活动袁主要抓
村庄公共区域环境卫生治理尧农
户庭院卫生整治尧 空心房整治尧
家禽圈养等工作袁收到很好的整
治效果遥

市人民医院成功实施首例腹腔镜隐睾下降固定术

创伤小 恢复快
本报讯 渊李振鹏 刘晓岚冤7 月 29 日袁市人民医院

外二科在主任朱惠东的带领下袁周密准备尧协同配合袁
成功实施首例腹腔镜隐睾下降固定术遥 这是我市第一
例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定术袁 标志着人民医院泌尿外
科专业微创技术再上台阶遥

由于腹腔镜隐睾下降固定术操作难度大尧 技术要
求高袁县级医院鲜有开展袁很多患儿家属都选择到省或
赣州市级医院手术袁路途遥远尧费用贵尧花费时间长遥 自
外二科开展微创技术以来袁医护人员认真学习尧锐意进
取袁在医疗技术尧服务能力等方面不断提高袁为患者提
供了高效尧便捷尧优质的医疗服务袁让瑞金人民在本市
就可享受与三级医院一样的医疗技术服务遥

隐睾是小儿外科的常见病袁也称睾丸下降不全袁指
睾丸未能按正常发育过程从腹膜后下降到阴囊底部袁
可合并附睾尧输精管畸形袁可能会造成生育能力下降或
不育袁必须进行手术治疗遥 腹腔镜隐睾下降固定术相比
于传统手术具有创伤小尧恢复快尧疤痕小尧住院时间短
渊仅需 2-4 天冤等优点袁对隐睾患儿尽快恢复健康意义
重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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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何预防乙型肝炎感染钥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袁接种乙肝疫苗袁尤其是新

生儿接种袁是预防乙肝病毒感染的最有效措施遥 对于
乙肝感染者的家庭成员或性伴侣袁也应尽早接种乙肝
疫苗遥

2. 接种乙肝疫苗前需要进行乙肝血清学抗体的
检查吗钥

对于既往未接种过乙肝疫苗者袁接种前可以不进
行血清学指标筛查袁无论是否感染过乙肝袁疫苗接种
本身是安全的遥

3. 乙肝疫苗为什么需要接种三针钥
仅仅注射 1 针不能产生足够的免疫保护作用袁程

序接种的目的是使得身体产生效价更高的抗体遥 研
究显示袁通过 3 针的疫苗接种袁可使 95%以上的人产
生免疫力遥 接种的时候袁 第 1 针和第 2 针间隔时间
应逸28 天袁第 2 针和第 3 针间隔时间应逸60 天遥

4. 如果乙肝疫苗第二针或者第三针延迟袁 该怎
么办钥

在任何一个年龄段袁如果因为生病或者其他原因
导致乙肝疫苗接种程序中断袁均不需要重新启动免疫
序列遥 如果第 2 针延迟在 3 个月内袁应尽快接种第 2
针疫苗袁第 3 针仍在 6 月龄时接种曰如果超过 3 个月袁

应尽快接种第 2 针疫苗袁至少间隔 2 个月再注射第 3
针疫苗遥 第 3 针延迟则尽早接种即可遥

5. 新生儿如何接种乙肝疫苗钥
新生儿越早接种乙肝疫苗越好遥 母亲 HBsAg 阳

性的新生儿在出生 12 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和乙肝免
疫球蛋白渊HBIG冤袁能使传播风险降低 95%以上遥单用
乙型肝炎疫苗阻断母婴传播的阻断率为 87.8%遥 对于
有重症疾病的新生儿袁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袁尽早接
种第 1 针乙肝疫苗遥

6. 接种乙肝疫苗后多久检查抗体比较好钥
如果接种完成后袁 您对身体是否产生抗体有所担

心袁可以在接种乙肝疫苗最后一针后 1-2 月检测乙肝病
毒血清学抗体遥 但是 HBsAg 阳性母亲所生婴儿袁因为 9
月龄前 HBIG可能仍存在袁应该在 9-12 月龄进行检测遥

7. 以前接种过乙肝疫苗袁需要打加强针吗钥
在疫苗接种后进行乙肝病毒血清学检查袁乙肝表

面抗体渊抗-HBs冤水平逸10mIU/mL 的话袁就表示已
经对乙肝病毒有足够免疫力袁免疫成功袁不用担心被
感染遥 研究显示袁乙肝疫苗接种后有抗体应答的保护
效果一般至少可持续 30 年袁 因此一般人群不需要频
繁进行抗-HBs 检测和加强免疫遥

8. 乙肝妈妈可以哺乳吗钥

可以袁但是建议先接种袁再哺乳遥 宝宝在进行了
HBIG 和乙肝疫苗的正规阻断之后袁可以接受 HBsAg
阳性母亲的哺乳袁不会增加宝宝感染乙肝的几率遥

9. 对免疫功能低下或无应答 渊抗-HBs<10mIU/
mL冤者袁如何接种钥

3 针免疫程序无应答者可再接种 1 针 60ug 或 3
针 20ug 重组酵母乙型肝炎疫苗袁 并于第 2 次接种后
1-2 月内检测血清中抗-HBs遥 仍无应答
可再接种 1 针 60ug 乙肝疫苗遥如还是无应答袁之后如
何再次接种袁目前缺乏证据推荐遥但是有研究显示袁这
些人群不一定对于乙肝病毒感染易感遥

10. 哪些人群需要定期检测尧加强注射钥
渊1冤医务人员尧经常接触血液人员曰渊2冤幼托机构

工作人员曰渊3冤经常接受输血者曰渊4冤美容美发纹身行
业的人员曰渊5冤免疫功能低下者曰渊6冤家里有乙肝病毒
携带者或者经常接触乙肝患者的人员遥

乙型肝炎及乙肝疫苗高频十问
要要要乙型肝炎预防知识渊二冤

拔英院

人居环境清新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