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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计委联合市公安局开展网络和信息安全执法检查

加强网安技术人员培训
提升卫计系统信息安全
为全面了解和评估全市卫生
计生系统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
状况，着力提升整体网络和信息
安全防护意识及能力，
9 月 19 日至
30 日,市卫计委联合市公安局开展
了网络和信息安全执法检查。
据了解，此次检查以市级健
康信息平台、8 家市级医院和 2 家
市级直属卫生单位为重点对象，
采取现场查看机房、查阅资料、听

取汇报等多种方式进行全面检
查。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工作人员
表示，市卫计系统网络安全意识
良好，安全防护工作有序开展且
特色鲜明。健康广元平台数据中
心机房按照 A 级机房规范建设，
市
中心医院信息化程度全省领先，
市疾控中心档案管理经验突出。
检查组指出，希望全市卫计
系统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争取

项目建设和资金，进一步加大网
络安全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全
市疾控体系网络安全技术人员培
训，强化机房防盗措施，及时更新
设备，扩展外网访问网络审计日
志，避免出现安全隐患，推动单位
网络安全工作向深层次发展。
在检查中，检查组人员就信
息安全防护、数据管理、无线网络
尤其是迷你 WIFI 的管理进行了

详尽的技术交流。希望各医疗卫
生机构加大对安全工作的重视，
加强保障经费投入，及时分享和
交流卫生计生系统经验做法。受
检单位均表示将以本次检查为着
力点，进一步加强网络与信息系
统安全防范工作，努力提升安全
防护意识和能力，预防和减少重
大信息与网络安全事件发生。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任茂心

牙齿健康有讲究，市民可以这样做

养生课堂

定期接受检查
为牙齿全方位
“洗澡”
口腔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和提高生命质量
的重要因素。根据市预防医学会一项调查发现，受地域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等影响，市民的牙科疾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昨日，记者
据此展开走访，了解困扰市民口腔健康的成因，梳理正确的牙科保
健知识。
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布的标准，口腔保健应具备牙齿整齐洁
白、无牙齿疾病、无异味、能正常咀嚼、牙齿清洁、无龋洞、无痛感、牙
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市内各大医疗机构、
牙科诊所就诊的患者，超过 85%存有四至五种问题。

□专家意见 定期洁牙有效保证口腔健康
我市人群受饮食、生活习惯，
在牙齿保健上有哪些突出问题？
又该如何正确认知和进行防治？
记者采访了市内某牙科诊所医师
杨坤林，据杨坤林介绍，从接诊中
搜集的资料来看，患者中受抽烟、
喝酒、吃辛辣食物影响，又缺乏及
时正确清理口腔的习惯，最重要
的是没有形成牙齿保健意识。
“从患者情况来看，大多数都
是牙齿存在严重问题后，出现明
显痛感、出血、牙根松动，甚至不
可逆转的情况后才想到就诊。不
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拔除、补洞、戴

冠等治疗。”杨坤林介绍说，
“正确
的方式是，应形成保健意识，定期
接受牙科检查，为牙齿全方位‘洗
澡’，配合正确的清洁方式，才能
有效保证口腔健康。”
据杨坤林介绍，
“所谓为牙齿
‘洗澡’，就是洁牙，是治疗牙周病
的首要措施，通过定期的洁牙，不
但可以彻底清除牙齿上的菌斑和
结石，令牙周组织保持健康，防治
牙周病，洁牙时容易发现细小的
不易觉察的牙病，如比较隐蔽的
龋齿，从而达到早发现早治疗的
目的。”

误区 2：牙齿出现小洞，但不疼
痛也不影响美观，所以可以等疼痛
了再补。
正解：牙齿有洞一定要及时治
疗，治疗时痛苦小，成功率高，根据
我市医疗机构相关标准，修复初发
小龋洞的费用仅为 30 至 150 元。任
由牙洞继续腐败，严重到影响牙神
经，治疗疗程会加长，并且需要牙冠
保护，费用会增加很多。

误区 3：牙龈出血很正常，不需
要专门检查治疗。
正解：健康牙龈刷牙进食时是
不出血的。如果出现就说明发生了
炎症。因为牙齿周围堆积了大量的
菌斑软垢和牙石。菌斑由大量的微
生物组成，
这些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刺
激牙龈产生炎症。通过定期洗牙去
除菌斑、
牙石，
保持牙龈的健康状态。
误区 4：一两颗牙松动或脱落，
不急着修补。
正解：牙齿虽然是身体最硬的
器官，但有时一个巧劲，比如摔倒、
冲撞，甚至吃饭时被骨头硌到，都可
能使牙齿劈开，松动或脱落。此时
应该及时治疗，如果缺牙时间过长，
可能导致相邻的牙齿倾斜或对颌的
牙齿伸长，缺牙过多也会造成咀嚼
效率下降，牙齿脱落后三个月左右
可以考虑修复治疗。种植牙、固定
桥、某些情况下的活动义齿都是可
以选择的修复方法。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任茂心

国家卫健委明确青少年网络成瘾诊断标准
今年，世卫组织将“游戏成瘾”
列入精神疾病范畴。
青少年过度使用网络已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但什么样的行为是
网络成瘾？网络成瘾与一般网络使
用的区别在哪里？国家卫健委日前
发布《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及释义（2018 版）》，
对网络成瘾的定

一般情况下，
相关行为需至少持续 12 个月才能确诊
义及其诊断标准进行了明确界定。
根据《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
心信息及释义（2018 版）》，网络成
瘾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
网使用冲动的失控行为，表现为过
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学业、
职业和社会功能损伤。其中，持续
时间是诊断网络成瘾障碍的重要

标准，一般情况下，相关行为需至
少持续 12 个月才能确诊。
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范围内
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的发病率是
6%，
我国比例接近 10%。
就目前我国青少年出现的网
络 过 度 依 赖 现 象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表

省疾控中心督导我市
职业病防治项目工作
广元晚报讯（全媒体记者 任
茂心）近日，省疾控中心职业与辐
射卫生所对我市 2018 年职业病
防治项目工作进行督导。督导组
现场抽查我市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医用辐射防
护监测定点医院各一家。
通过听取汇报与座谈、查阅
资料、现场评分等方式对重点职
业病监测、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
测、医用辐射防护监测、职业病网
络直报、放射性本底监测、放射性
食品风险监测等项目工作进行了
督查。
总结交流会上，市疾控中心
卫生二科科长薛蓉对我市职业病
防治工作的亮点、不足和下一步
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专家组一
行对我市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亮点
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针对部分
不足提出了改进措施。

心理健康巡讲走进巴中
聚焦精防人员心理需求

□误区释疑 牙齿有洞一定要及时治疗
记者走访中发现，口腔健康易
形成一系列误区和错误认知，主要
表现有 4 种。
误 区 1：牙 齿 只 要 没 有 异 常 感
觉，就表示牙齿很健康，不用定期去
医院进行相关检查。
正解：每年定期进行常规检查、
洁牙，可以发现存在的牙齿隐匿龋
坏 、牙 龈 及 牙 周 等 问 题 及 早 治 疗 。
等到感觉牙齿遇冷热刺激时敏感疼
痛、刷牙出血等状况出现，牙齿牙龈
的问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甚至需
要进行去除牙神经、牙周系统治疗
等相对复杂的治疗了。

医卫动态

示，网络成瘾背后原因复杂，家庭
关系、学业、焦虑或抑郁等原因都
可能导致青少年出现网络过度依
赖行为。陆林建议，当出现沉迷网
络 念 头 时 ，青 少 年 可 通 过 反 复 暗
示、自我鼓励、转移注意力、加强现
实人际交往等方式抵御网络诱
惑。
据新华社

广元晚报讯（全媒体记者 任
茂心）日前，由广元市精神卫生中
心组织发起的“心理健康专家服
务队”巡讲活动走进巴中，开启了
本地区首次交叉巡讲。
据了解，此次巡讲队由该院
心理服务部主任侯飞翔及心理咨
询师侯勇青担任，聚焦巴中市 100
余名广大精防人员的心理需求，
以婚恋家庭、亲子沟通及压力调
节为主题，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引起听众
情感共鸣，
现场互动热烈。
根据安排，专家巡讲队将每
季度在广元、巴中、达州三个片区
进行心理健康交叉巡讲，力争实
现区域内机构全覆盖。

乡镇卫生院
可以参评二级医院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关于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的通知》。
《通知》明确，县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要组织辖区内的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
不少于 6 个月的自评自查。在查
找问题的基础上，针对薄弱环节
进行专项整改提升。同时，达到
推荐标准的乡镇卫生院，符合相
关条件的可参加二级医院评审。
这也就意味着，全国 3.7 万个乡镇
卫生院将就新标准实行达标建设
和整改，而对已经达到推荐标准
的，财政将会加大投入力度，进一
步增加包括医疗设备在内的配
置。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乡镇
卫生院达标建设、能力提升正式
启动。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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