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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珂

“我们要结合疾控工作实际，
深层次思考在打赢疫情防控、健
康教育、各类疾病的综合预防控
制等工作中，应该怎么办、如何
干，着力解决学习浮在表面、流
于形式的问题，促进学习成果转
化，推动湖州晋江经验在疾控系
统各项具体工作中落地开花结
果，以高质量发展来检验学习成
效……”

随着7月6日市疾控中心召开
“学湖州晋江、促高质量发展”主
题活动工作动员会后，该中心应
势而动，在疾控系统掀起了学习
热潮，把湖州晋江的先进经验学
习领会透，结合疾控各项工作实
际，推进全市疾控系统工作实现
新突破、再上新台阶。

该中心迅速成立了工作领导
小组，中心主任徐书立、党委书记
张庆中任组长，其他党委委员任副
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张艳任办公室主任，下设综
合组、协调组、宣传组，具体负
责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该中心各科室结合各自的时
间，积极召开学习研讨会。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深入学习湖州晋江两市先进
发展理念，学习他们在新时代、
新征程中破解难题、勇闯新路的
勇气和精神，并围绕如何把“危
机”变为“机遇”、如何把“不可
能”变为“可能”、如何把“跟跑

局面”变为“领跑局面”、如何把
“眼前账”变为“长远账”、如何
把“领导干部干”变为“上下一
心共同干”开展讨论，通过广泛
深入地讨论，辩明发展思路、找
准发展路径、凝聚思想合力、强
化责任担当，努力使高质量发展
理念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研讨过后，该中心各科室还
对标湖州晋江在解放思想、转型
升级、生态文明、服务型政府建
设、优化营商环境、新型城镇化
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自
身实际，制订具有针对性和操作
性的学习转化计划，查问题、找差
距、挖根源，着力破解制约转型发
展、高质量的问题，努力使我市转
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更加有的放
矢。各科室充分复制借鉴两地发
展经验，取长补短、学以致用，
重点突破、全面提升，以学习活
动促进中心工作推进，以进入全
省疾控系统第一方阵等工作成绩
检验活动效果，争取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此外，在后期我市陆续开展
的‘学习归来谈体会，结合实际
话发展’系列访谈、‘学湖州晋
江、促高质量发展’系列电视论
坛、‘学先进经验、促高质量发
展 ’—— 焦 作 出 彩 故 事 讲 述 比
赛、‘五年大学习，五年大提升’
系列新闻发布、‘学先进、促转
型、见成效’迎国庆大型展览、

‘学习先进促转型、解放思想谋发
展’知识竞赛、‘学先进、谈体
会、话发展’征文等活动基础
上，还将结合疾控工作实际，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动员全体干
部职工 参 与 、 互 动 ， 进 一 步 激
发内生动力。各科室将围绕具
体 职 能 定 位 ， 认 真 研 究 分 析

‘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如
何用’等问题，把先进理念学
到手，把成功经验引进来、把
目标任务完成好。”该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

据介绍，该中心举办的“学
湖州晋江、促高质量发展”主题
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届时，
该中心将充分依托市疾控中心官

方网站和“焦作疾控”微信公众
号，发布市疾控中心“学湖州晋
江、促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简
报，及时总结学习活动中涌现的
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充分
反映该中心开展活动各个阶段工
作动态、重要会议、工作安排、
工作进展，具有典型意义、值得
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学习借鉴湖
州晋江的经验，跳出焦作看焦
作，推动思想大解放、工作大提
升、发展大跨越的感性体会和理
性思路，对本科室重点问题的调

查研究及对策建议；学习成果转
化的经验和效果；学习活动向基
层单位和服务对象延伸的做法和
效果；活动成果报告等。通过结
合疾控各项工作实际，抓好成果
转化运用，补齐我市疾控工作高
质量发展短板，不断提升“五次
大学习”的整体成效，在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致力打造“精致
城市、品质焦作”，努力在中原更
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的各项
工作中当好主力军。

市疾控中心：学湖州晋江经验 实现工作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杨珂） 7月16日
下午，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
副主席高体健带领省政协调研组莅
临市疾控中心，就重点提案《关于
大力推进健康管理体系建设，助推
河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关
于强化预防为主完善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建设》开展督办调研。市领导
杨娅辉、薛志杰、孔祥群陪同调
研。该中心主任徐书立、党委书记
张庆中、纪委书记张艳等参与调
研。

调研组一行首先观看了疫情流
调演练、空地一体化消杀演练，随
后到卫生应急物资仓库了解应急物
资储备情况，到 PCR 实验室和病
媒生物实验室了解有关工作情况。

在流调演练现场，调研组详细
了解了卫生应急队伍携行装备系列
个人防护用品箱和卫生应急携行装
备系列生物样品采样箱内装备设置
情况，询问队员相关防护知识以及
流调人员配备情况。

在一体化消杀演练现场，当 3
台无人机同时起飞进行消杀演示
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徐书立
向调研组介绍了大、小无人机在消
杀中的功能，并汇报了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我市疾控部门在消杀工作中
起到的先锋带头作用。

在卫生应急物资仓库，调研组
了解了该中心HN95口罩、隔离防
护服、消毒液体等物资储备情况。
当听到该中心物资储备齐备、充
足，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完备
时，调研组对该中心在各项工作中
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高体健要求，要加大疾病预防
控制力度，加强群众健康教育工
作，增强群众健康意识，力争不生
病、少生病。

要健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
和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该中心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将继续
提升各项业务水平，为全市人民健
康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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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珂

近日，我市87岁的韩老太突然觉得腰部不舒
服、酸疼难忍，结果到医院检查发现脊椎竟然骨
折了。

“我又没摔着、扭着腰，怎么会骨折？”韩老
太说。

“其实，这就是骨质疏松性骨折。骨质疏松发
生发展常常无声无息，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发生骨
折后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殊不知，此时它已对
人的脊柱、髋部和腕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严重
时，一个轻微动作或碰撞也会导致身体重要骨骼
发生骨折，可能仅仅是抱一下孩子、轻微碰到家
具、甚至打呼噜……”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大
家，一定要尽早预防骨质疏松。

据介绍，骨质疏松症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组
骨病，骨组织有正常的钙化，钙盐与基质呈正常
比例，以单位体积内骨组织量减少为特点的代谢
性骨病变。在多数骨质疏松中，骨组织的减少主
要由于骨质吸收增多所致。人体出现骨质疏松
后，会出现骨骼疼痛、身长缩短、驼背、骨折等
症状。

那么，如何预防骨质疏松？“预防骨质疏松应
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该专家说。

首先要摄入足够量的钙剂，帮助构建强健骨
骼，保持日后骨骼健康。当绿色蔬菜和其他食物
含钙量较少时，应在一日三餐中多吃含钙量高的
食物，如奶制品、虾皮、鱼 （特别是海鱼）、动物
骨、芝麻酱、豆类及其制品、蛋类等。同时，根
据需要补充适量的钙剂，以满足骨骼需要。若需
要摄入钙剂，请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适合个人体
质的钙剂。

其次要适量补充维生素D，帮助机体更好地吸
收钙。可食用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鸡蛋
黄、动物肝脏以及大马哈鱼、金枪鱼之类的鱼脂
肪。在做好防晒的同时，让皮肤多接触阳光，这
样可使机体自动产生更多的维生素D，尽量不用如
遮光布或遮阳板等遮阳物。繁忙的现代社会，饮
食营养不均衡，户外活动减少，不少人都需要额
外补充维生素D。大家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通过
血液检查，了解自己是否缺乏维生素D。

第三要注意其他维生素、矿物质水平与合理
营养。均衡的饮食离不开益于健康的水果和蔬
菜。超高含量的蛋白质、盐 （钠） 或咖啡因会引
发钙流失。

此外，大家还需要注意活动筋骨、强健骨
骼。对于那些喜欢长期卧床或不爱锻炼的人，患
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比正常人高。所以，每周至少
需要锻炼两个小时，不要吸烟或过度饮酒。

抱一下孩子、轻微碰到家具、打呼
噜……都可能发生骨折？

市疾控中心提醒：
预防骨质疏松千万别大意本报讯（记者杨珂）为进一步提高全市疾控系统新冠

肺炎和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能力和水平，根据市卫健委
《关于开展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疾控大培训”和“大
练兵”的通知》 要求，7月22日，市疾控中心举办了焦作
市突发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技术培训班，各县 （市） 区
疾控主管主任、流病科科长、检验科长以及传染病实验
室检测业务骨干共55人参加培训。

据介绍，此次培训的内容包括2020年焦作市重点传染病
防控工作推进与安排、2020年焦作市新冠肺炎疫情特征及
防控要求、传染病实验室检测和采样要求；2019年焦作市
手足口病监测与防控工作、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和报告撰
写、新冠肺炎个人防护技术、新冠肺炎采样和实验室检测技
术、2020焦作市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桌面推演等。

会上，该中心副主任张小随带领大家回顾了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肯定了此次疫情防控中我市疾控人员取得
的成绩。张小随指出，该中心现阶段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和
公共卫生管理体系方面存在许多短板和不足：一是传染病防
控专业人员极其短缺；二是实验室设备不足；三是疫情防控
应急储备物资空白；四是经费不足；五是传染病相关信息收
集渠道不通畅。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加强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加
强引进人才和对现阶段疾控人员的培养，不断学习和进步，
有为才有位；要有忧患意识，防控这根弦什么时候都不敢
松，关键部门在关键时刻要发挥关键作用。”张小随说。

此次培训，为我市今后的传染病防控工作指明了方
向。通过线上和线下多种方式，让我市疾控人员专业技
术水平得到了全方位提升，业务知识得到了多体系的丰
富，为我市今后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和重点传染
病防控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市疾控中心举办培训班
提升我市突发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技术

本报讯（记者杨珂）根据河南省卫
健委 《关于做好 2020 年健康素养促进
项目工作的通知》 要求，结合我市健
康素养监测工作实际情况，7 月 16 日，
市疾控中心特邀河南省疾控中心健康
教育所专家，河南省健康素养监测技
术负责人、主任医师张玉林，对我市
2020 年健康素养监测全体业务骨干 80

余人进行集中强化培训。该中心副主
任齐振文参会。

培训会上，张玉林系统地阐述了健
康素养监测的背景、意义、价值、核心
技术及要领，对既往健康素养监测相关
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对常见问题进
行了归纳，对抽样的科学性、代表性，
入户调查的注意事项，质量控制等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讲解。齐振文对健康素养
监测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及时间进度
提出了明确要求。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
训，将对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的顺利
开展和监测质量保证，提供了及时而有
力的技术支持。

市疾控中心

开展强化培训 提升监测水平

市疾控中心突发疫情应急处置突击队精准施策，常态防控。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7 月 28 日是第十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
“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全面遏制肝炎危害”。为进一
步普及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识，当天上午，市疾控中心组织人员
到赛纳溪谷小区开展宣传活动。图为该中心工作人员向居民
讲解如何预防肝炎。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本报讯（记者吉亚南） 今年
是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7月29
日，市疾控中心开展“爱心一日捐”
活动。据悉，此次活动所募善款全
部用于市疾控中心定点扶贫村修
武县王屯乡王村，重点对该村低收
入困难家庭的大病患者、孤儿、孤
寡老人、残疾人等特困群体进行救
助。

此次活动主题为“扶贫济困，
奉献爱心”。为了充分发挥省级文
明单位干部职工的示范引领作用，
努力营造“人人关心慈善、人人支
持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良好氛
围，助力我市脱贫攻坚，市疾控中
心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周密安排部
署，精心组织实施。此次活动以个
人捐赠为主，坚持自愿参加、量力
而行的原则。

当天上午，各科室负责人代
表在市疾控中心五楼参加了捐赠
仪式。市疾控中心主任徐书立
说，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和生活困
难群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在此次活动中，疾控人踊跃
捐款、奉献爱心，在该中心形成
了互助友爱的良好氛围。

扶贫济困 奉献爱心

市疾控制中心开展“爱心一日捐”活动

（本栏照片均为
活动现场，由本报记
者吉亚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