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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栏港区在平沙镇举办应急救护知识讲座

“爱心相伴
‘救’在身边”

高栏港区举办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培训班

让孩子吃得营养健康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日前，
高栏港区举办 2019 年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管理培训班，
以提高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
水平，让孩子们在校吃得好、吃
得营养健康，促进身心健康成
长。高栏港区社公局（教育办、
卫计办）、区公卫中心，各中小
学、幼儿园分管领导及食堂营养
配餐相关工作人员、校外托管机
构营养配餐人员等 70 余人参加
培训。
自 2019 年 2 月起，高栏港
区开展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
在
具备条件的小学为有需求的学
生提供早餐、午餐及托管看护服
务。孩子在校
“吃得好不好？”
成
了家长、公众最关切的问题。为
切实落实好此项民生工程，进一
步提升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水平，
高栏港区举办了这
次培训班。培训班邀请珠海市
营养学会资深讲师、国家高级公
共营养师王业智主讲，
围绕七大
营养素的生理功能和来源、学龄
儿童与青少年的营养需要及膳
食指导、
“大健康”
背景下餐饮从
业人员该如何应对等内容开展
专题培训，并穿插了有奖问答。
高栏港区公卫中心现场发放宣
传资料 600 余份。
此外，
此次培训还增设实地
参观、现场指导等环节，以寓教
于乐、融教于趣的方式全面强化
培训效果。珠海市营养学会专
家团对学生食堂开展学生食谱、
食品加工处理等现场示范评估
和指导，
并对其他学校及校外托
管机构的膳食营养管理工作和
食谱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

讲师通过现场模拟情景为大家传授自救互救技能。 本报记者 张洲 通讯员 王关莲 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
讯 员 王 关 莲）5 月 10 日 上
午，高栏港经济区社会保障
和公共事业局联合珠海市红
十字会在平沙镇党校会议室
举办
“爱心相伴
‘救’
在身边”
主题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平
沙镇综治大队、森林防火中
队，各社区、企业工作人员，
志愿者及南水镇部分工作人
员共 120 余人参加。
讲座现场，市红十字会

讲师团队讲解了红十字运动
知识，并开展外伤四项基本
技术、徒手心肺复苏术及气
道异物哽阻急救海氏手法培
训。在讲座中，讲师现场邀
请职工参与体验互动小游
戏，现身说法为大家传授自
救互救技能，尤其在徒手心
肺复苏术培训环节，讲师利
用假人模拟急救场景，深入
浅出地教大家如何快速请求
身边人救援，正确判断伤者

状况并及时有效开展徒手心
肺复苏术急救。
讲座的内容贴近生活，
通过理论及演练相结合的教
学方式使得职工及志愿者提
高了应急能力，
初步掌握了应
急救护基本技能，
从而在工作
及日常生活中更好地保障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据了解，
近期，
平沙镇还将继续开展各
项防灾减灾知识宣传，
提高全
镇防灾减灾安全意识。

“全国基层妇产科医师培训工程（2019）”在市五院举办

提高基层妇产科医师临床诊治水平

市五院举办庆祝活动
纪念“5·12”国际护士节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讯
员曹文杰）为弘扬南丁格尔精
神，展示护士风采，近日，
市五院
举办丰富多彩的护士节系列庆
祝活动。
5月7日下午，
市五院举办纪
念
“5·12”
国际护士节暨
“护理学
术活动月”
专题讲座，
邀请广东省
护士协会副会长张莉主讲。张莉
围绕护理人员形象工程、优质服
务体系、培养忠实就诊者、专业
的健康教育和沟通、窗口服务流
程与瓶颈的再造和改进等五个
方面，
与大家分享了优质护理服
务实践及创新培养护士人文关
怀能力的经验。此次讲座吸引
了珠海市人民医院高栏港医院、
平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市五
院的护理人员近 150 人到场聆
听。通过培训，强化了护理人员
的优质护理服务和质量管理意
识，提高了护理人员对管理工具

运用的能力，
为深入推进医院优
质护理服务和患者安全管理提供
了有力保障。
当晚，市五院召开纪念“5·
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暨新
入职护士授帽仪式，表彰了 2 名
优秀护士长、25 名优秀护士及 5
名星级护士。会上，
高栏港区社
会保障和公共事业局副局长林
海强向全体护理人员转达了港
区领导的节日问候，
对市五院护
理工作给予肯定。
5 月 9 日上午，市五院院长
曹治等领导班子成员亲切慰问
了临床一线护理人员，
为大家送
上蛋糕、鲜花，向她们致以节日
的问候和祝福。当天下午，
护理
人员们带着水果、饼干等礼物来
到平沙镇老年养护中心，拉着老
人的手亲切交谈；为老人们理
发、剪指甲、整理床铺等，提供悉
心的生活照顾。

感谢港区积极支持义务献血

市中心血站赠送锦旗
“全国基层妇产科医师培训工程(2019)”
在市第五人民医院举办。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
讯员曹文杰）5 月 11 日，
“全
国基层妇产科医师培训工程
(2019)”在珠海市第五人民
医院举办。本次培训由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专
业委员会、杏霖妇科内分泌
研究院主办，中国医师协会
妇科内分泌培训专业委员会
协办，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及
市五院承办。来自珠海市各
级医疗机构妇产科专业技术
人员共计 117 人参加培训。
培训特邀珠海市妇幼保
健院主任医师雷萍、主任医

师郭海燕、主任医师戴红、主
任医师劳金美、副主任医师
于芳、主治医师刘雪婧等专
家进行授课及病例分享。
授课内容包括《非特异
性病原体导致的生殖道炎症
规范诊治》
《不同部位异位妊
娠早期诊断及处理方案的选
择》
《子宫肌瘤诊治规范及与
年龄和生育要求相关的子宫
肌瘤的处理》
《无生育要求
PCOS 患 者 月 经 异 常 的 管
理》等专题。
培训现场学术氛围浓
厚，学员们积极参与，踊跃

提问，授课效果反映良好。
特别是临床病例分析及现
场互动环节，加深了学员们
对培训内容的印象，强化了
记忆，理清了思路。通过一
天的学习，学员们纷纷表示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理论结
合临床实际，围绕妇科常见
病，多层次、多角度阐述了
相关基础知识、诊治规范，
符合基层妇产科医师的日
常临床诊治工作需求，对进
一步提高珠海市基层妇产
科医师的临床诊治水平有
着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日前，
市中心血站副站长宋柳青一行
将绣有“热血护生命，白衣展风
采”
的锦旗送至高栏港区社会保
障和公共事业局，
感谢港区广大
医务人员对无偿献血事业的大
力支持。同时，为应对及消除采
供血危机，规范和完善应急保障
方案，
市中心血站和高栏港区社
公局签订了《应急献血梯队倡议
书》。
一直以来，高栏港区高度重
视无偿献血献爱心活动，
动员鼓
励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工积极
参与，
多次在市中心血站库存告
急的情况下，精心组织、广泛宣
传、周密协调，
广大基层医务、计
生工作者热烈响应、积极参与，
以实际行动诠释关爱他人、奉献

社会的博爱情怀，为倡导全社会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发挥了模范
作用。在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合
作下，
无偿献血工作得到了广泛
理解和支持，
献血人数及献血量
逐年提升。在 2019 年“第二十
届珠海市白衣战士无偿献血月”
系列活动中，高栏港区共有 139
名
“白衣战士”
、计生工作者及辖
区居民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
36800 毫升，刷新港区无偿献血
纪录。
宋柳青对高栏港区多年来
支持无偿献血事业的善举表示
赞赏，并希望港区一如既往，继
续支持我市公益事业发展，同
心勠力为珠海市无偿献血这项
为民利民的美好事业开创新的
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