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白金 赵江芳）为弘扬雷锋
精神，倡导社会文明新风，积极践行“团结、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近日，阳曲

县城东路社区和县林业局志愿服务队前往

“老干部之家”，聚焦退休干部“所急、所盼、所

忧”，积极开展“学习雷锋 暖心到家”志愿服

务活动。

活动中，联合志愿服务队来到林业局退

休老干部杨昌安老人家中，帮助老人打扫院

子、客厅、卧室、整理床铺、擦玻璃、测血压 ......

不一会儿原本稍显冷清的家中，在大家的忙

碌和欢声笑语顿时变得热闹温暖起来。

“我们年纪大了，平时出门行动不方便，

没想到社区和林业局志愿服务队把服务送到

家里了，给我们做的都是‘务实之事’，这样的

活动真的很不错！”退休干部杨昌安满心欢喜

地说道。在退休干部家中，志愿者们卫生大扫

除活动结束后与老干部亲切地聊家常、话阳

曲变化，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困难，并嘱咐他

要保重身体、保持心情舒畅，在安度晚年的同

时继续发挥余热，多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同

时，志愿者与老人一起学习了党的二十大原

文内容，让他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组织的关

爱，引导退休干部易学、常学、乐学，做到思想

跟上、认识跟进、行动跟紧。

下一步，城东路社区和县林业局将持续

学习和践行雷锋精神，充分发动党员干部、志

愿者力量，将“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贯彻到

日常工作中，持续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常态化。

心梗是一个危险性的病
症，它通常由心肌缺血缺氧造
成坏死。这个病会引起强烈的
胸痛，假如不及时治疗，或许
会造成性命危机。所以，心梗
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病症。
一旦发现胸闷和胸痛症状，应
立即就诊，以便尽快限制心肌
梗死。一旦心肌已经彻底坏
死，疼痛症状或许会忽然减
轻，但也可能会造成病人猝
死。据研究显示，心梗前期症
状主要有以下五点。

1、心梗的早期症状通常表
现为心脏绞痛，这种疼痛最初
可能较轻微，但随着病情的发
展，疼痛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甚至可能导致休克。

2、很多患者会因为心肌
梗塞出现喘不上气的情况，最
开始只是感觉轻微的胸闷，到
了后来就会觉得呼吸越来越困
难，甚至会因为呼吸困难而出
现头晕头痛。

3、心梗引起的心脏绞痛，
很容易诱发放射性疼痛，所以在
胸部疼痛的同时，患者也会伴随
着后背疼痛。有时候后背疼痛，
还会扩散到腰部和肩胛骨处。

4.这种病会导致患者出现
牙龈发酸、喉咙紧缩、吃东西
和呼吸都变得困难的症状，这
表明心梗已经接近发作，因此
最好及时就医检查并采取治疗
措施。

5.老年人在心肌梗塞前期
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等胃肠
道消化不良症状，这是因为他
们的身体更加敏感，对心梗的

反应也更加强烈，因此他们可
能会因为这些症状而拒绝进食。

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进
步，人民的方式也出现了巨大变
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也在逐
年增加，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城市
地区居民致死因素中最重要的一
个因素，一年死于心血管疾病的
人数中，心脏梗死的比例达到一
半之上。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
表明，中国人心脏梗死的发生率
达到55/100000，而全球平均水
平则为65/100000。特别是在城
市地区，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率
显然高出农村，男子发生率也显
然高出妇女。由于急性心肌梗死
具有极高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
猝死，因此，大多数患者在发病
后都需要住院接受治疗，这也使
得我国一年用于治疗心肌梗死的
费用变得异常昂贵。其中，导致
心梗的原因有很多，据研究调查
显示主要有以下三点。

1、吸烟是导致缺血性心脏
病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
避免吸烟。心梗后必须戒烟，
如继续吸烟，心梗复发必和死
亡率可高于不吸烟者2倍以上。
病前虽吸烟但病后能戒除，心
梗复发率逐渐下降，3 年后
与不吸烟者程度接近。要想获
得良好的长期预后，必须断然
戒烟。

2、运动是一种有益的生活
方式，它能够促进血压和脂质
代谢，有助于降低血压并增加
血中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但
是，运动需根据患者的心脏功
能和有否供血不足进行全面检
查，然后由医生具体指导实
施。

3、血脂过高:血脂过高也和
吸烟一样，都是缺血性心脏病
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特别是
曾·患过心绞痛和心梗患者，如
血清中总胆固醇增高，有引起
心性死亡危险。如血脂过高，
应先从饮食上加以控制，无效
可采用药物治疗。肥胖、高血
压、糖尿病:控制肥胖、高血压、
糖尿病对预防急性缺血性心脏
病有重要意义。应注意的是，
过度降压可使冠状动脉灌流量
下降，可加重心绞痛，要警惕。

老人在患有顽固性便秘症
时，应特别注意，因为气候骤
然改变、剧烈活动、排便时用
力过度、精神紧张或过度激动
等因素可能会引起高压上行，
使毛细血管受到的压迫增大，
血液速率增快，进而使粘附于
毛细血管壁上的某些钙化斑被
冲入血液中，进而引发急性心
肌缺血，最终引起心脏跳动骤
停。所以，慢性冠心病患儿应
该特别注意保暖，尽量避免过

分辛苦，维持心理平衡，并防
止便秘，以防范心梗的发病。

急性心肌梗塞死是一类危
及生命的心血管疾病，其表现
为胸骨后剧痛，并伴有心率紊
乱、心血枯竭等多种并发症。
临床研究表明，西医在诊断急
性心肌梗死时，主要依靠心电
图检测，但一旦不能及时进行
有效治疗，或许会造成严峻的
结果。因此，临床治疗医师应
该积极采取有效的医疗保护措
施，以期尽快解除病人的病症，
并确保病人的安全。 .临床上，
治疗患者的主要方法是使用镇
痛药物或调节血液容量的药物，
以减轻疼痛并改善患者的健康
状况。中医理论认定，急性心
肌梗死可以归类为胸痹心痛，
是一种严重的疾病。采取活血
化瘀、疏通经络等措施，以调
节患者的身体状况，改善其健
康状况。通过采取有效的治疗
措施，我们可以有效地帮助患
者康复。在临床实践中，心肌
梗死患者可以通过结合中药和
西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研究
表明，采用预防性护理方式能
够显著降低病人可能出现的发
生意外状况和并发症影响，因
此，在实施治疗前，应该全面
了解病人的信息，并制定出有
效的应对方案，以减少发生意
外造成的不好负面影响。在护
理过程中，我们会密切注意病
人的各种重要指标，及早发现
异常并采用预防措施加以治疗。
此外，我们还会针对病患的个
人情况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指导。

浅析预防心梗的方法
阴 朔州市朔城区人民医院心内科 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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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是党的二十大召
开后首个“三八”国际妇女节，
在这春意盎然，生机勃发的美
好季节，为进一步激发全体女

员工在深度融入公司数智化转
型中的动能，凝聚更强智慧和
力量，运城移动分公司组织开
展了“巾帼绽风采 赋能建新功”
庆“三八”主题活动。机关部室

近百名女员工参与活动。工会
主席马永花出席活动并致辞，
为全体女员工送上了真挚的节
日祝福，希望大家继续发挥主
力军的作用，为公司发展贡献
新力量。

上午时分，迎着奋进的旋

律，女员工们精神焕发、身着靓

装、踏着红毯、手持鲜花、洋溢着

微笑步入由男员工们亲自布置

的活动现场，在大型画版前话祝

福、留签名、拍美照，用别样的仪

式拉开了主题活动的序幕。

现场活动内容新颖、活泼有

趣、互动性强。在“你来比划我来

猜”环节，大家用丰富的表情、夸

张的动作，“深情演绎”着大屏上

显示的词语，来为伙伴传递信息；

“拼出幸福感”环节，大家比手速

“拼拼拼”，意想不到拼出来的图

案竟是前期征集的各部门“全家

福”，幸福感油然而生；在“猜笑

脸”环节，10张女员工照片快闪

过后，通过显示照片局部进行竞

猜，此环节更是把活动推向了高

潮，会场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汇

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活动动静

结合，最后大家共同用画笔、颜

料，以“色彩心理学”的方式，绘就

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小挎

包。

与此同时，运城移动分公

司 13个县分公司分会也同步举

行了采摘、插花、观影、DIY、趣味

游戏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庆祝活动。

（组稿席建军通讯员李梦鑫）

运城移动分公司

组织开展庆“三八”主题活动

阳曲县城东路社区

在“老干部之家”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丽）3 月 7 日，为深入推

进“保味舌尖”调味品专项整治行动，结合太

原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 2023年 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创优消费环境 提振消费信

心”主题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太原

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杏

花岭区市场监管局和市盐业公司在桃园区域

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调味安全专家谈（食

盐）”专题讲座，桃园社区居民 50余人来到了

活动现场。

活动中，市疾控中心地病科科长柳静以

“因地制宜，科学补碘”为题给社区居民讲解

了碘的生理功能、缺碘的危害、碘缺乏病的预

防、补碘的方法及碘盐购买和使用、贮存的小

知识。省盐业公司太原分公司的王丹对食盐

的用途、功效、认识误区等进行了宣讲，并与

社区居民互动交流，现场解答了居民食盐消

费中的疑问和困惑。

广大社区消费者听完讲座后表示，盐是

人们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调料之一，也被誉

为百味之首。但听完专家讲解，才真正了解了

食盐，知晓了食盐正确使用方法，受益匪浅。

希望接地气、顺民意的讲座、宣传多一点，共

同营造明明白白放心消费的良好环境。

太原市场监管局

开展“保卫舌尖”
调味品专项整治社区宣讲

本报讯（记者 郗艳）3 月

13 日，乡宁县 2022—2023 学

年高考成绩分析暨质量提升

座谈会在县委党校六楼会议

室召开。

县委常委、副县长卢冬，临

汾市教育局教科研中心主任张

宏，县教科局局长阎江涛出席会

议。教科局班子成员及相关股

室负责人，乡宁一中、乡宁三中、

职业中学三所高中学校负责人，

分管教学、科研副校长，高三年

级有关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共 6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阎江涛

主持。

卢冬在讲话中指出，张宏主

任不辞辛苦，专程莅临指导，答

疑解惑、传经送宝，为乡宁县教

育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近

年来，乡宁县教育整体呈稳步上

升态势，这是县委、县政府的正

确领导，更是全县广大教育工作

者和教师辛勤付出的结果。

卢冬就高考备考工作作出

部署：一是务必在质量提升上下

功夫；二是务必在重大举措落实

上下功夫；三是务必在队伍建设

上下功夫；四是务必在教研上下

功夫；五是务必在安全管理上下

功夫。

卢冬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更是时代赋予的重任。我们既要

正视当前广大群众对优质教育

资源需求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也

要看到县委、县政府前所未有重

视教育工作的大好机遇和形势，

更要看到多年来乡宁县教育事

业发展积累的经验和潜力，进一

步坚定信心、担当实干、砥砺奋

进，全力谱写乡宁教育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会上，张宏对乡宁县往年高

考质量进行科学的分析指导，

并对今后复习备考提出建议

与对策：一是树立五种意识，

即方向意识、问题意识、团队

意识、效率意识、总分意识；二

是狠抓备考落实，主要是狠抓

课程研究、教材研究、集体备

课、课堂效率、试题分析。提倡

各校在实行“扁平化管理”的

同时，更要注重将学科组横向

贯通与纵向贯通相结合，充分

沟通教研，注重思维方式培

养，增强学生所学知识的融会

贯通和灵活应用。

阎江涛强调，在肯定成绩的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差距

和不足，要用更积极的态度、更

务实的举措回应人民群众对优

质教育的高期待、高要求。重点

突出四个“要”：目标任务要明

确；高考动向要研判；激励机制

要具体；家校协同育人要强化。

要求大家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

而上，努力推进全县高考质量再

上新台阶。

乡宁一中、乡宁三中、乡宁

职业中学负责人先后作汇报交

流，并明确了各自学校下阶段复

习备考的具体举措。

此次高中教育成绩分析暨

质量提升座谈会既有县委、县政

府的高位引领，也有教科研中心

的精准分析，更有校长和老师们

的集体智慧，相信必将汇聚成一

股巨大力量，再铸高考辉煌，向

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交一份

满意的答卷。

乡宁县召开 2022—2023学年高考成绩分析暨质量提升座谈会提出

做好备考工作 推动高考质量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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