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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个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活跃在浦东

自管小组筑起基层健康“堡垒”
■本报记者 严静雯

“健康快乐每一天，生命自己来管理；

有氧运动多参加，清晨起来打太极……”

快板、相声、舞蹈等节目轮番上场，场下则

是欢声笑语一片。这是市民健康自我管

理小组的日常活动场景。作为居民健康

意识培养的最小单元，市民健康自我管理

小组在浦东已经有 1637个了。在政府部

门、第三方社会组织及市民的共同努力

下，健康自管小组筑建起了基层健康的

“堡垒”。

8月28日，《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
年）》出台。文件提出，以全民健康教育为

本，要求在三大健康指标保持发达国家先

进水平的基础上，到 2030年，人均健康预

期寿命≥72岁，市民健康素养水平达40%，

成人吸烟率下降至 18%以下，参与居民健

康自我管理小组人数达120万人。此前出

台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指

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像家一样的自管小组

这是一个最像家的健康自管小组——

书院镇东场居委组长蔡兰芹把自己家改造

成了活动场所：门口的水泥地平时可以跳

跳舞、做做操，客厅则兼具量血压、会议的

功能，西边的房间被蔡阿姨改造成了一间

讲课室，一到活动时间就坐得满满的。楼

梯间里则堆满了小矮凳、遮阳棚等活动用

具。

蔡兰芹今年65岁，管理起小组来精神

劲儿特别足。别看蔡阿姨现在身体挺好，

年轻时候的她却是个“老病号”。“我 20岁

开始就一直生病，10年前颈椎也开了刀。”

蔡兰芹说，也正是那个时候，她接触到了

健康自管小组，“我和大家跳了几个月的

舞，颈椎竟然不痛了！”

2014年，蔡兰芹把自管小组开到了家

里，后来又和睦邻点结合开展活动。东场

居委地处偏僻，住的大多是国企退休职

工，子女大多不在身边。自管小组不仅仅

起到宣传健康知识的作用，更成为了老年

人的“避风港”。

戴阿姨曾经脑梗过，一直躺在床上，

心情总是很郁闷。为了鼓励戴阿姨早日

康复，蔡兰芹把戴阿姨纳入到了自管小

组。一次活动正值戴阿姨生日，可戴阿姨

迟迟没有出现。“戴阿姨开门啦。”戴阿姨

本来心情不佳，打开门发现，蔡兰芹和几

位组员正拎着面条、水果打算为她过生

日。看到伙伴们这么关心自己，戴阿姨不

禁流下热泪：“谢谢你们！这是第一次有

人为我过生日。”

蔡阿姨的健康自管小组向社区内的

居民时刻伸出援手，还曾经救过两条命。

2017年，健康自管小组的组员们正在制作

环保服饰，突然，周阿姨开始呕吐起来。

“是急性阑尾炎，没事的。”周阿姨不愿麻

烦别人。“不行，你必须去医院！”蔡阿姨深

知阑尾炎的危害。她拿上2000块钱，和几

名组员马上把周阿姨送到了光明中医

院。好在及时送到，医生表示再晚一点，

周阿姨就要穿孔了。出院后，几名组员也

轮番照顾周阿姨直至康复。

一天清晨，小组组员在公园晨练回来

路上，发现一位老人满脸是血摔倒在路

边。蔡兰芹和组员立马上前查看，并第一

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利用自己的急救知识

和医院取得有效沟通。由于送医及时，老

人性命无碍。

东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崔斌对这个

健康自管小组也是赞不绝口：“它的意义

不仅仅是几十个老人的健康自我管理，它

和政府的其他项目有机结合，更促进了整

个社区的良性发展。”

宣讲接地气健康记心里

由由四居委健康自管小组组长徐晓

妹退休前曾是医院院长。“组长可不比院

长好当。”徐晓妹说，“院长可以通过权威

管理人员，而赢得居民的信任靠的是口碑

和真心。”

每个月，健康自管小组都要举办一场

健康讲座。居民最喜欢的就是徐晓妹主

讲的讲座。徐晓妹宣讲有两个特点，一是

精简，每场讲座只占半小时，从不“拖

堂”。其次就是接地气，每次讲座都有针

对性，而且还有生动的案例分享。

老年人深陷保健品骗局的案例已经

屡见不鲜了，但是依然有不少老年人上当

受骗。前段时间，由由四村附近新开了一

家保健品店，老年人只要过去就有鸡蛋和

大米拿。为了让居民正确了解保健品，徐

晓妹办了场“保健品与药品”的讲座，向居

民们讲解了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的知

识。她还告诉居民，小区曾有个阿姨，听

信销售人员的忽悠，买了4万元保健品，之

后血压血糖一直升高，最后医生也救不了

她。“不要为了一些小利而害了自己的健

康啊！”听了徐晓妹的讲座，大家都自觉抵

制“大米诱惑”，不再去保健品店“听课”

了。

讲座听完了，健康自管小组的成员还

要“做卷子”。让一群老阿姨老爷叔做卷

子，他们能接受吗？答案是，能。徐晓妹

定期为组员出卷子，大家做完后先互相对

题目，然后徐晓妹再公布正确答案。有不

懂的地方，大家就互相讨论，再找专业人

士进行讲解。通过“考试”，大家逐渐掌握

了健康知识点。后来组员们还提议，再发

一份新卷子，做好后回家“压台板”时刻提

醒自己。

“健康自管小组不仅要管好自己的健

康，更要成为健康宣传的先锋。”徐晓妹表

示，他们的队伍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比较

健康的老人，这些老人要“走街串巷”，把

健康知识、健康关怀送到更多人家中。

由由新村有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服务站，20多个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七八个

窗口，每天都是人满为患，医患关系也一

度有点紧张。

健康自管小组便自发组建了导医志

愿服务团，定期维持秩序。一天，有个阿

姨在服务站门口大叫：医生把我的手臂弄

出血啦。徐晓妹过去一看，这个阿姨抽血

后没有压住血管，血沿着小臂直流了下

去。徐晓妹当场演示了抽血后的正确操

作：弯曲手臂、用棉花压住出血点，1分钟

后，血就止住了。“医生工作很忙，可能没

有及时提醒你，以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

我们志愿者。”在徐晓妹的劝说下，这位阿

姨消了气。

分层管理基础特色两手抓

浦东开展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建设已经

十余年了。为了让1637个市民健康自我管

理小组发挥基层力量，新区爱卫办每年都

会抽选不低于总数量10%的小组进行现场

活动跟进与督导，深入了解各小组实际情

况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一对一指导。

浦东新区健康自我管理小组还首创

性地进行了“星级分层管理”模式，根据一

星、二星、三星小组不同的层次和水平，设

定不同的工作目标和考核方案。

2017年，健康自管小组引入了“1+2”
管理模式，每个小组均有 1名组长和 2名

副组长，三人分工协作，承担起小组的日

常管理工作，真正实现小组自治。此外，

浦东新区爱卫办和健康促进指导中心还

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向健康自管小组提

供专业的指导服务，强化小组的管理，让

健康自管小组更好地服务居民。

健康自管小组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政

府各部门的支持。街镇分管干部、村居委

卫生干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指导医生和

组长都向健康自管小组倾斜资源，帮助小

组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计划2个小时

的比赛，早就超时了，可是，选手还是舍不

得下来，临走了还要回头摆个剪刀手。这

就发生在近日举行的新区健康自我管理小

组健康技能比赛（决赛）现场。浦东新区爱

卫办负责人张宝民笑着说：“比的就是小组

长的魅力，还有小组成员的风采，老人家都

爱我们的舞台。”

浦东新区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工作开展

已十余年，至2018年，全区36个街道、镇累

计组建小组数量1637个，累计小组参加人

数 19840人。2016年，在全市率先引入多

家健康促进服务机构（NGO）参与健康自

管小组日常培训、业务指导、评估考核等，

给老年人为主的健康管理注入“新鲜血

液”。今年是《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和《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启

动之年，早在年初，1637个小组就开始比

拼，层层选拔，最终，来自全区14个街镇的

15个三星级健康自管小组进入自管小组

健康技能决赛。经过评委和现场大众评审

的评选，最终有10个小组荣获“2019年度

浦东新区十佳健康自管小组”称号。

2019 年度浦东新区十佳健康自管小

组为康桥镇康桥老街居委，祝桥镇晨阳居

委，曹路镇阳光苑二居委，张江镇金桐居

委，航头镇东升家园居委，三林镇申江豪

城居委，洋泾街道巨野居委，宣桥镇欣松

苑居委，花木街道由由四居委，书院镇东

场居委。

本报讯 （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姜

蓉）近日，第九届上海儿童心血管病大

会在浦东拉开帷幕。本次大会由国家

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主办，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脏

中心、上海市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研究所

承办。

会议主题为“儿童心血管疾病的创

新与进展”，聚焦儿童心血管疾病的重

大研究进展、诊疗前沿、最新技术和临

床转化研究等领域。参会嘉宾来自中

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印度、意大利等，共计约 200名国内

学者参与了学术交流。本次会议特别

关注新生儿复杂先心病、复杂儿童心血

管疾病的重症医学、儿童瓣膜疾病、单

心室或双心室修补和儿童心血管机械

辅助支持等诊治前沿，国内外专家就目

前全球范围内热点话题和争议性领域

交换了意见。

大会同时还开设儿童心血管工程技

术分论坛，携手国内心脑血管领域与生

物医学工程领域知名学者，开展医工交

叉性合作探讨，尤其是对不同领域的学

科新技术进行整合，设计对未来儿童心

血管设备器械的精准需求。

■本报记者 张琪

来自山东的老赵今年 72岁。患乳糜

尿 50 多年，一旦发病，尿就像“牛奶”一

样。今年国庆前夕，他再次发病——尿液

中乳糜过于粘稠，以至阻塞尿道，需要插

尿管排尿。

幸运的是，这一次他下决心来到了上

海，找到了有“乳糜尿克星”之称的刘定益

教授。

刘定益退休后，执业点在浦南医院泌

尿外科。刘定益首先为患者做膀胱镜检

查，发现无法确定乳糜尿来源；再进行淋

巴管造影及CTA定位，这才找到了了乳

糜尿来源是肾脏。很快，刘定益与科主任

夏维木合作，为老赵做了腹腔镜下右侧肾

蒂淋巴管结扎手术，他们沿多根肾蒂血管

对扩张、增粗的淋巴管一一结扎。术后，

经尿液乳糜试验多次化验检查，都完全正

常。

乳糜尿是什么？正常人进食后，食物

经过消化道消化、分解，通过小肠吸收变

成乳糜样营养成份，进入淋巴管系统再进

入血液循环，为身体提供能量。当人体的

淋巴系统因为某种原因受阻，导致乳糜营

养成份不能进入血液循环而破入尿液，通

过尿液排出体外——这就是乳糜尿。乳

糜尿会导致人体营养不良，严重者出现身

体虚弱甚至死亡。

刘定益介绍，乳糜尿大部分是由丝虫

病所致，也可以因为患有其它疾病或手术

损伤淋巴管导致。乳糜尿之所以难治，是

因为首先必需知道乳糜来自哪里？是膀

胱来的，还是来自于肾脏或输尿管？是单

侧肾脏还是双侧肾脏？刘定益表示，不搞

清楚乳糜瘘口的准确位置和范围，即使是

做了手术也是盲目手术，要么手术后复

发，要么手术无效。

定位瘘口有三个步骤：一，寻找淋巴

管；二，穿刺淋巴管；三，往淋巴管里推注

造影剂；造影成功，有经验的医师才能准

确判断。

淋巴管造影是乳糜尿诊断的“黄金标

准”，但是这项技术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掌

握的人并不多呢？刘定益透露，这是因为

很多时候卡在了第二步——推注造影

剂。因为早期开展这项工作时，完全是依

赖人工推注。非常消耗体力，且需要几名

医生轮换进行。同时很难控制推注的力

量和速度，一旦不慎把淋巴管推爆了，就

会导致造影失败。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刘定益专程找到

沪上一名制作模具的高级技术工人，把这

个思路和要求告诉他，经过反复的动物试

验，最后取得了成功。如今，由他发明的

淋巴造影推注器，已经获得国家专利，并

正进行大规模投产，以便更好服务广大患

者。

这项技术发明不仅为乳糜疾病患者

带来福音，也让刘定益成为国内顶级淋巴

管造影专家。为此，幕名找他治疗乳糜尿

的患者遍布全国，同时他还承担起上海市

所有医院淋巴管造影的会诊任务。据悉，

由郭应禄院士题写书名、刘定益教授主编

的国内首部《乳糜疾病》专著，已于 2018
年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乳糜尿“克星”
精准打击“病源”

2019年度浦东新区
十佳健康自管小组出炉

上海儿童心血管病
大会在浦东召开

浦东新区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健康技能比赛（决赛）现场。 □琪友 摄

刘定益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