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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向 800 多万户家庭发放新年
“
健康礼包”
本市持续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
“铜墙铁壁”，1 月 5 日，上海市政府启
动市民“健康礼包”发放项目，将向全

上海卫生健康系统积极开展健
康科普，使之与医疗救治、疾病预防
共同成为防疫的
“三驾马车”。2020 年

知识读本》，并设计制作“公叉勺”作
为实用健康工具。
《上海市民健康行为知识读本》

此次， 随读本一同发放的是一把
食品级不锈钢材质的“公叉勺”。 它的
“长相”与众不同，兼具勺子和叉子的

为上海市民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习
惯，公筷公勺的倡议推广与落地实施，
给出了绝佳示范：一个小习惯，蕴含大

市 800 多万户常住居民家庭发放《上
海市民健康行为知识读本》和实用健
康工具“公叉勺”，为市民送上一份健

5 月， 以疫情防控和健康生活方式为
主要内容的 《上海市民健康公约》率
先发布；同年 11 月 1 日实施的《上海

由多个领域专家合作编写，从传染病
的“前世今生”到慢性病的“来龙去
脉”， 从健康理念的潜移默化到健康

功能，用餐时不容易混淆，是分餐的好
助手，还有利于沥除汤水，减少油和盐
的摄入量。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

健康，改变的是我们的陈旧陋习，刷新
的是我们的生活理念。 今后，随着读
本和工具进家入户，我们要让健康促

康守护。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出席在殷行

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也将勤洗
手、 使用公筷公勺等内容纳入其中。

行为的应知应会，从健康生活的知行
合一到健康环境的未来之路……同

公室表示：这把小小的“公叉勺”简单
实用，既可以引导市民改变健康行为，

进的理念进一步入耳、入脑、入心，更
好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提升市民自

市民健康促进中心举行的首发活动，
并向市民代表发放健康知识读本和
实用健康工具。

为持续提升市民自我防护意识和健
康素养水平，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
办公室组织编写《上海市民健康行为

时，特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陈海
燕医生手绘漫画， 使读本图文并茂、
生动有趣。

又满足大家对健康生活的需要。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邬
惊雷表示：“如何将防疫经验转化成

我防护意识和健康素养水平，进一步
增强全体市民的健康获得感、安全感
与幸福感。 ”
史伟

为血液病患者筑起坚固防线

提升医院服务质量 缓解患者就医难题
全市平均水平。 老年人大都患有各种慢性疾
病， 其中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不断攀

者造血干细胞移植。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是目前可能治愈某些分型的血液肿瘤的唯一
手段，但一般来说，年龄超过 60 岁的老人在

升，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一个偌大的
彭浦新村地区一直没有胸痛中心， 这给病人

心脏、肝脏、肾脏、肺功能方面都逐渐减退，很
难耐受异基因移植大剂量化疗及术后感染排

的急诊救治、出院随访、康复指导等都带来不
便。 医院直面周边百姓发生胸痛无法就近救
治的“揪心事”，牢守“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

异的并发症，因此移植成功率低。 在国内大多
数医院，对超过 50 岁的血液病移植患者收治
都会慎之又慎，更有造血干细胞移植“
60 岁

发展初心，在区卫健委的支持下，医院领导聚
焦胸痛中心建设，集院内院外之力，以最快的
作为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和急
救于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和静安北部
区域医疗中心，市北医院承担着辖区内近 50
万人口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的预防、医
疗、康复、保健和健康教育等任务。
市北医院党总支书记张鶄表示，“四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市北医院党总支带领党
员和干部职工以百姓医疗需求为导向， 聚焦
群众就医中的急、难、愁问题，加速推进、解决

速度在硬件、 软件等方面加快推进胸痛中心
建设。
该院心内科主任曹华明作为学科带头人，
与内科党支部书记徐佩尔， 急诊科主任党、支
部委员陆燕燕， 医技综合党支部书记喻利，心
内科医师周乐， 急诊护士长张锦敏等众多党
员，在胸痛中心建设中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
近日， 市北医院胸痛中心通过了中国胸

了一批事关群众健康利益的揪心事、烦心事。
经过深入调研发现， 彭浦新村这个上海

痛中心认证并被正式授牌， 填补了静安北部
地区无胸痛规范化诊治的空白， 为辖区内近
50 万居民的胸痛规范化诊治带来了便利。

当年有名的工人新村里， 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通讯员 喻文龙

年龄禁区”这一心照不宣的
“
规则”。
2021 年 1 月 8 日，高博医学（血液病）
上海研究中心在开院周年活动上传出消息，
高博医学（血液病）上海研究中心加入上海
瑞金血液病医联体，这意味着研究中心的成

2020 年 12 月底，伴随着跨年钟声的敲
响，高博医学（血液病）上海研究中心（闸新
院区）一间病房里传来欢声笑语。 71 岁高龄
的陈先生在家人和医护的陪伴下迎来了一
个充满希望的新年。 而不久前，他刚刚因确

果得到了以瑞金医院血液科为代表的国内
顶尖血液专科的认可。
此外，高博医疗集团与国内最大的抗癌
学术及患者教育平台良医汇合作的“血液肿
瘤患者服务中心”落地闸新医院。 活动上，关

诊血管免疫母 T 细胞淋巴瘤接受了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这意味着由王椿教授（见上图）带领的高
博医学（血液病）上海研究中心再次突破造血
干细胞移植年龄禁区，成功挑战 71 岁高龄患

注重大疾病的患者救助和支持的中慈公益
基金会举行了“
风影基金”捐赠仪式。 益民

近期，国内连续出现新冠肺炎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
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随着春节日益临

上海专家打造一体化技术 阻断多种遗传病
征，需要用不同的检测技术平台；
即便是同一指征， 不同的病种可
能也要用不同的技术平台， 操作
相对复杂， 且要经过多次不同的
检测，耗时长，缺乏适用于不同指
征和病种的、 统一的通用型 PGT

“一一”(化名)顺利出生。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
长徐丛剑表示，这意味着，上海专

据了解，目前，业内普遍使用
的 胚 胎 植 入 前 遗 传 学 检 测 (PGT)
技术存在一定的不足： 不同的指

技术平台。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
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副院长孙

近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正式批准以上海

国
家落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为主体
口户 设置国家口腔医学中
腔上 心。 国家医学中心是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依
医海 托高水平医院设置的
学九 国家级医学中心，旨在
打造医学高地，提升整
中院 体和区域医疗服务能
心 力，减少患者跨区域就
医，助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 国家口腔医学中心是国家
卫健委继心血管病、 癌症等国家
医学中心之后， 设置的第八个国
家级医学中心。
雷鸣

晓溪教授形象地进行了解释：
“
一体
化 PGT 技术平台有点像生殖遗传
检测界的‘一网通办’，就是整合不
同技术方法的优势， 建立简便高效
的通用型检测平台， 为更多有需要
的家庭带去健康新生命的希望，加
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 助力优生优
育。 ”
通讯员 沈艳

上海首创建立 200 多家社区发热哨点诊室

近，回国人员增多，国内流动频繁，聚集
性活动增加， 冷链和货物物流加大，防
控形势严峻复杂。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特别提醒：
1、 非必要不出境， 减少跨省出
行。
2、进入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时，
同样应该配戴口罩。
3、 公共场所请保持 1 米以上的
社交距离。
4、减少聚会聚餐，注意控制人数，
有流感等症状者主动不参加聚会聚餐。
5、 接收来自境外和国内中高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市
24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科学应

取得阶段性成果发挥重要作用。
其中， 上海创新建设完成的

员 24 小时轮流值守本市各交通
道口，“
逢人必查、逢车必检”，实施

险地区的包裹时， 一定要擦拭消毒后
再打开。

对，3 万余名社区卫生工作者驻守
道口进行人员排查，坚守社区进行

200 多家社区发热哨点诊室，累计
接诊超过 2.5 万人次。 国家卫生健

健康登记，累计为 1000 万余入沪
人员进行了体温测量与健康检测，

发热筛查， 日夜不停隔离观察，奔
走在复工复产健康指导、全面开诊
守护健康等多条战线，为疫情防控

康委基层司充分肯定上海这一首
创做法，推广分享上海经验。
疫情发生后，全市社区医务人

筑起城市安全
“第一道防线”。

6、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室内
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7、做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监测，

文佳

出现发热及时就诊。

健促

，

台技术，同时阻断染色体平衡易位
和单基因疾病，使第三代试管婴儿

家在遗传病生殖阻断领域取得突
破性进展。 他希望新技术今后能
造福更多的遗传病患者， 推动辅
助生殖技术的进步， 进一步降低
出生缺陷， 提高人群的生殖健康
水平。

染色体病和单基因病都是造
成中国出生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近日披
露， 该院专家通过一体化 PGT 平

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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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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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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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试点养老机构长护险“异地通关”
从 2021 年 1 月起，年满 60 周
岁以上、在上海已申请老年照护统

住长三角异地连锁养老机构前，先
至上海定点养老机构提出相关申

医保中心办理异地登记备案手续。
经登记备案后，失能老人即可在上

一需求评估、评估失能等级为二至
六级的参保老年人，可以在选择入

请。 由上海定点养老机构负责为符
合条件的失能老人，统一向所在区

海异地连锁养老机构享受长护险
养老机构照护费用的结算。 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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