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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城事

春春节节送送祝祝福福 我我们们帮帮您您传传
市民可通过多种途径发出您的祝福语

仁风镇中学：

组织学生体检

本报12月26日讯 (通讯员 陈
廷燕 见习记者 贾君婧) 12月20

日，济阳县仁风镇中学组织学生进
行体检。“学校是为了及时了解和准
确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
情况，保障学生在校参加体育课、课
外活动和运动会的安全，预防意外
伤害事故，防控学生常见病和传染
病。”仁风镇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体检学校做了充分的准备
工作，给各班印发了体检表，要求各
班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务必做到认
识到位、责任到位、执行到位，确保
体检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在现场体检中，医务人员对每
个学生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体检，对
体检的结果作了详细记录，同时还
向一些学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合理
保健意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对常见疾病的预防控制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体检结束后，学校还对本学期
的学生健康体检进行总结、分析，找
出不足之处，为以后的教学、卫生宣
传工作提供参考，以便进一步增强
学生的体质。

本报12月26日讯 (见习记
者 贾君婧 ) 马上又是一年
春节合家欢乐时，本报特推出

“春节送祝福”活动，刊登广大
市民对亲友的祝福，为春节增
添一份喜庆气氛。即日起，市民
可通过本报热线、官方微博、微
信，以及邮箱等多种方式参与。
您的祝福将通过本报刊登，传
递给您的亲朋好友。

作为中国最传统的节日，春

节 包 饺 子 ，燃 爆 竹 ，熬 夜 守
岁……已成为我们不变的习俗。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走街串巷互
相拜年、道福、请安，更是人们难
割难舍的情怀。春节时的祝福意
味着对新一年的期盼和展望，大
家在得到他人的祝福时，也希望
亲朋好友能收到自己的祝福。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送
祝福已不仅仅局限于面对面的
交谈，越来越多的途径被大家

用来传情达意。新春佳节即将
来临之际，本报愿意为您传递
祝福出一份力。您有什么话想
对朋友说，对家人说，对同事
说，对领导说，对老师说，对父
母说，对孩子说，对爱人说，对
祖国说，就请传给我们；新的一
年你有什么样的心愿，也请告
诉我们。

您可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8 1 1 7 2 1 0 6 ，或 添 加

QQ171428087，您还可以关注
官方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济
阳”，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查找

“齐鲁晚报今日济阳”，通过以
上各种途径，送出您的祝福语
(百字之内)。此外，您也可以将
想说的话发至邮箱qlwbjrjy@
163 . c om。春节之时，您的亲
人、朋友，便可以在报纸和齐鲁
晚报官方网站上看到您对他们
的爱与祝福。

本报见习记者 杨擎

为方便市民夜间看病，不
少地区出台了门诊24小时服
务，市民反映良好。济南市为方
便病人看病，在特殊时期，一些
卫生室发热门诊和注射疫苗的

门诊实施24小时值班制，受到
广大市民的欢迎。

2010年7月1日起，北京市
城八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
开展24小时服务。试点区域内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周一到周
五延长门诊服务时间。延长的

门诊时间内，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至少提供全科诊疗、药房、化
验等项诊疗服务。同时试点区
域内社区卫生服务团队须保证
手机24小时通畅，及时解答居
民的医疗卫生问题，提供健康
指导与咨询。北京城八区有条

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24

小时医疗应急处置服务。
此外，北京朝阳区社区门

诊也增设了24小时应急服务，
并逐步形成了“小病在社区，大
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医疗
服务新格局。

不不少少地地方方社社区区门门诊诊设设2244小小时时应应急急服服务务

本报见习记者 杨擎

孩子夜里发烧

看病成了难题

近日，家住雅居园四区的
刘先生晚上回到家，发现12岁
的女儿正在发烧。“当时是晚上
7点左右，孩子烧到38度多。”刘
先生称，发现孩子发烧，马上给
孩子吃了家中常备的退烧药，
可是过了一个小时，孩子的烧
依然没有退下去。

刘先生原本想带孩子去济
阳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看病，没想到到那才发现已
经关门了。刘先生沿纬一路向
西，途经两个卫生室都已关门。

“走到十中对过才找到一个没
有关门的诊所。”刘先生称，这
个诊所并没有挂着“社区卫生
院”的牌子。

家住舜怡家苑的刘女士也
有类似遭遇。“晚上孩子发起高
烧，考虑到孩子受凉咳嗽几天
了只是普通的炎症，原本想在
家门口给孩子打个针，然后让
孩子好好休息。”刘女士称，没
想到在小区周围找来找去转了
半个多小时，发现几家社区卫
生室没有人值班。

晚上9点多钟，看孩子实在
难受，刘女士打车把孩子送到
了济阳县医院。忙了半天，夜里
10点多孩子才输上了液。“这一
来一去，孩子折腾得小脸发黄。
这次给孩子看病打车、输液加
上拿药一共花了近200元，如果
在普通的卫生室可能只需花几
十元钱。”

据悉，一些在东城居住的
市民感觉去大医院比较远，而
且去大医院花费也贵，小病一
般在诊所就可以医治，也不想
往医院跑。不少市民就希望，社
区卫生室应该延长营业时间，
或者增设24小时值班人员，方
便居民晚上看病。

“如果卫生室有夜间服务，
就可以方便夜间看病的市民
了。”刘先生表示。

卫生室多私营

营业时间自定

记者根据刘先生反映的问
题，探访了几处卫生院，发现情
况确实如此。

据纬一路某卫生室张医生
介绍，目前的卫生室都是卫生
局统一规范的，济阳县所有的
卫生室统归济阳县街道办事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都是
私营的。“只要有1名从业人员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或者医师
职称，并连续从事5年以上同一
专业的临床工作，身体健康，即
可申请社区卫生室统一门头
匾。”张医生称，因为感冒来打
针买药的新病号每天有10人左
右，基本都是白天来，所以晚上

不会营业到很晚。
据了解，大部分卫生室早

上7点开门，营业至晚上8点，但
也有个别卫生室营业时间比较
长。如学校周围的卫生室，一般
学生晚自习放学后才关门。

拨打牌匾电话

可叫医生应诊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诊所执
业行为，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
平，保障人民群众就医质量与
安全，2011年，济阳县开展了
规范化诊所建设活动，将所有
分散的私营诊所统一规范，目
前，已基本完成规范化诊所建
设目标。

“由于目前卫生室都是私
营的，对业主的营业时间不予

硬性规定。但每个卫生室都配
备了固定电话，并且公示在牌
匾的右下角。”济阳县卫生局医
政科翟科长表示，当遇到夜间
看病或业主不在的情况，可拨
打牌匾上的电话叫医生应诊。

此外，由于济阳县街道办
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比较少，晚上下班后并没
有值班人员。翟科长提醒市民：

“当病情较为严重时，应及时拨
打120急救电话去医院做全面
的检查。”

位于南关的某卫生室为方
便病人夜间看病，特意在卷帘
门 上 张 贴 了 自 己 的 手 机 号
码。“不管几点，我都会起床
为病人打针输水，病人的健
康比我睡觉重要得多。”此卫
生室的高医生说。

卫卫生生室室关关门门早早，，晚晚上上看看病病咋咋办办
相关人士提醒，夜间到社区诊所看病可拨打牌匾上电话

校园资讯

垛石镇中学：

校舍全部供暖

本报讯 近日，垛石镇中学校
舍已全部实现冬季集中供暖。学校
负责人说，校舍集中供暖是校舍安
全改造工程的一部分，让学生们温
暖过冬是当前工作重点之一。自
2012年以来，垛石镇中学新的教学
楼、宿舍楼、办公楼、餐厅都已建成
并投入使用，并且学校的每个教室
都安装了目前最先进的电子白板和
远程教育系统，农村教育也实现了
电子化、远程化。

此外，学校崭新的高标准的图
书室、化学物理实验室、音体美教
室，以及美丽的体育馆、塑胶操场也
正逐步投入使用。 (姚振 贾君婧)

曲堤镇中心小学：

启动读书月活动

本报讯 近日，曲堤镇中心小
学开展了主题为“温馨校园，书香曲
小”的校园读书月活动。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部分有良
好阅读习惯的同学与全校师生一起
分享了他们阅读的快乐历程，他们对
书的热爱与痴迷让在场的师生深受
启发，受益匪浅。由学生代表宣读的
读书月活动倡仪书，号召全校师生坚
持阅读，爱上阅读，积极参加学校举
办的各种读书活动，让阅读成为习
惯，用朗朗读书声装点校园，让校园
充满书香墨趣。 (冯晓声 贾君婧)

孙耿镇中心小学：

鼓励学生讲诚信

本报讯 12月16日早上，孙耿
镇中心小学全校师生举行了以“诚
信、自信 伴我成长”为主题的升旗
仪式。

仪式上，五年级一班的少先队
员代表丁悦作国旗下讲话：诚信是
立身之本。做人需要诚信，做事需要
自信；号召全体师生共同携起手来，
在学校赏识激励、自信成功的办学
理念下共同拥有自信，呼唤诚信，让
诚信、自信成为寒冷冬天里身边暖
暖的炉火；号召全体学生行动起来，
做一个诚实守信、充满阳光、充满自
信的小学生。 (杨悦 贾君婧)

他山之石

随着气温骤降，再加上雾霾天气不断，感冒发烧又开始“流行”起来。近日，有市民通过本报
热线81172106反映，傍晚社区卫生室关门太早，晚上发烧看病成了难题。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
不少卫生室都是私营的，营业时间自定。相关部门负责人称，晚上看病可拨打牌匾电话。

▲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六点半已
经关门。

一些卫生室牌匾上都有电话。
本报见习记者 杨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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