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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活
跃着一支业余舞蹈队———
最炫民族风， 该队成立
10 年来， 秉持“光大民
族舞蹈， 舞动时尚健康”
的宗旨， 坚持排练 56 个
民族的经典舞蹈， 全省卫
生系统每逢重大节庆活
动， 少不了舞蹈队的精彩
演出， 业余舞蹈队跳出了
“专业范儿”。 图为 1 月
26 日， 舞蹈队员正在排
练节目， 准备参加单位迎
春晚会。

江山多娇 摄影报道

业余舞蹈队———最炫民族风

������本报讯 （通讯员 蔡鸳 符晴）
“袋鼠妈妈有个袋袋， 袋袋里有个
乖乖……” 儿歌中这样的 “袋鼠
妈妈” 温暖又有爱。 近日， 长沙
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首推 “袋鼠
爸爸” 护理模式， 打破传统隔离
护理的方式， 让暖箱中的早产儿
躺进爸爸的怀抱， 通过肌肤接触
让宝宝感受到爸爸的心跳和体温，
稳定宝宝的心率和呼吸， 为早产
宝宝做辅助治疗。

50 多天前 ， 早产儿小甜甜
（化名） 在妈妈子宫里仅仅待到
27 周时就匆匆来到了世界， 她出
生时呼吸微弱， 肌张力低下， 体
重也只有 1100 克。 弱小的她被送
到长沙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监护
室治疗， 躺在暖箱里的她各项生
命体征极不稳定， 只能依靠呼吸
机辅助呼吸， 面临着呼吸窘迫、
喂养困难、 免疫屏障弱易感染等

困境， 还有发生早产儿视网膜病
变、 听力障碍等并发症的风险。
21 天后， 孩子病情相对稳定， 医
护团队决定给小甜甜进行每周 3-
4 次的 “袋鼠式护理”， 即家长以
类似袋鼠妈妈将小袋鼠养育的方
式抱着婴儿， 与婴儿进行皮肤接
触， 给予婴儿抚慰， 当时由于妈
妈有重度感染， 于是小甜甜爸爸
成为了一名 “袋鼠爸爸”。

在新生儿监护室， 经过洗手
消毒、 穿隔离衣等环节后， 护士
们将小甜甜小心翼翼放在爸爸胸
前 ， 皮肤相贴 ， 宝宝的腿屈曲
分开呈 “蛙腿” 状， 类似宫内的
半屈曲位 ， 然后用毛毯或被子
围住宝宝以方便固定住宝宝 ，
宝宝的头轻微地转向一侧 ， 保
持气道通畅 ， 宝宝可以倾听爸
爸的心跳声 ， 与爸爸进行眼神
的交流， 感受爸爸的爱和温暖。

经过一个半月的治疗和护理， 小
甜甜的体重已经从 1100 克增长
到了 1725 克， 并且可以撤离呼
吸机自主呼吸了 。 而每周 3-4
次 、 每次 1 个小时的 “袋鼠爸
爸” 护理还在继续， 小甜甜爸爸
特别珍惜这样的亲密接触机会，
每次抱着小甜甜 ， 他都会和女
儿说话， 哼唱摇篮曲。

“有 了 ‘妈 妈 或 爸 爸 的 怀
抱’， 低体重的 ‘迷你婴’ 们能
更快地成长。 让孩子生命早期即
和母亲或父亲进行一段时间的
肌体接触 ，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配合孩子的治疗护理 ， 促进
宝宝更好地发育。” 该院新生儿
科主任 、 副主任医师王团美介
绍 ， 袋鼠式护理是一种母婴双
方均能受益的照护方法， 有利于
早产儿神经系统发育， 提高免疫
力， 降低感染率。

传递爱和温暖 ������本报讯 （魏闻） 1 月 25 日， 国家
卫健委就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和节日期
间常见病预防等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
布会。 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表
示， 目前我国已进入流感活动高峰期，
南方省份升高趋势趋缓， 北方省份处
于平台期。 总的来看， 我国传染病疫
情形势总体平稳。

雷正龙介绍， 冬春季是流感、 其
他感染性腹泻等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
其中， 流感作为冬春季常见的呼吸道
传染病， 每个冬春季都会出现流行高
峰， 只是流行的时间长短、 峰值有所
不同。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
已进入流感活动高峰期， 南方省份升
高趋势趋缓， 北方省份处于平台期。

雷正龙要求各地提高认识， 细化方
案， 压实责任， 确保措施到位。 加强流
感疫情监测和处置。 充分发挥流感监
测哨点医院和网络实验室作用， 加强
流感样病例监测报告， 密切跟踪流感
病毒流行情况 ， 有针对性指导防控 。
加强部门协作， 会同教育部门共同指
导学校、 幼儿园落实传染病防控措施，
及早发现、 及早处置聚集性疫情。 会
同民航、 铁路等部门落实车站、 机场
及交通工具通风、 消毒措施， 降低疾
病传播风险。 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统
筹医疗资源， 保障相关物资供应， 加
强对医务人员培训， 提升救治能力和水
平， 及早救治重症患者。

雷正龙称， 卫健委将针对节假日期
间人员流动性加大等情况， 积极会同相
关部门， 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 疫情监
测、 风险研判、 医疗救治、 健康教育等
各项工作， 做好春节期间全国流感等
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

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春节放假安排
的通知， 本报 1 月 29 日、 31 日报纸合
刊， 春节期间休刊， 2 月 19 日恢复正常
出版。 相关健康资讯请关注大众卫生报客
户端 《新湖南·湘健》 频道、 大众卫生报
微信公众号、 大众卫生报官方微博。 祝广
大读者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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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朱伟基 ）
“爸爸妈妈， 以前， 我特别羡慕
其他的孩子有父母陪， 总以为你
们不喜欢我， 把我放在外婆家，
现在我长大了， 理解了你们的辛
苦， 但我一直很想很想你们……
今年， 你们能早点买票回家过年
吗？” 10 岁的小思婷是株洲醴陵
市东富镇的一名留守儿童， 这是

她第一次给父母写信， 稚嫩的字
体承载着她对父母的思念。

日前， 在东富镇四杨中心小
学举办了一场 “关爱儿童·守望
成长” 的主题活动。 42 名贫困留
守儿童低头握笔， 给远方的父母
写起了家书， 书信中的悄悄话真
挚感人、 令人动容。

活动当天， 醴陵市东富镇卫
计办工作人员为贫困留守儿童送
去了运动器材、 文具和书籍等爱

心物资。 希望孩子们自立自强、
勤奋学习， 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现场其乐融融、 温暖如春的
画面， 每年都会在该市不少中小学
暖心上演。 据了解， 2018 年， 醴
陵市卫计局、 醴陵市红十字会共举
办健康讲座、 免费体检、 心理课
堂、 急救知识培训等相关主题活动
20 余场。 同时， 还为全市 300 多
名贫困留守儿童送去文具用品、 生
活物资和救助金， 共计 23万余元。

打破早产儿传统隔离护理方式

学会自己先急救
春节遇急症

袋鼠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