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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造造““医医共共体体””，，群群众众就就医医更更方方便便
本报文登 9月 1 9日讯 (记

者 姜坤 通讯员 刘洋)
为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综合改革，文登区域内基层
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
分级诊疗机制，让群众享受
优质医疗服务，日前，在文登
区人民医院举办了“文登区
人民医院医共体成立大会—
暨首届理事大会”，区人民医
院与小观镇卫生院、侯家镇
卫生院、文登营镇卫生院、米
山镇卫生院、天福山卫生院、
界石镇卫生院以及天福、龙
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组

建了医疗服务共同体，区卫
计局于进池局长与文登区人
民医院医共体各成员单位院
长、分管副院长参加了此次
会议。

此次会议，医共体成员审
议通过了《文登区人民医院医
疗服务共同体章程》，组建了文
登区人民医院医共体理事会，
并选举出首届理事长、副理事
长、理事及办公室主任、副主
任。

于进池局长在会上发表
讲话。他指出：医共体建设是
2017年全市卫生工作重点内

容之一；医共体是以区级医
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枢纽，村卫
生室为网底，构建起区镇村
三级联动的区域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医共体是完善
区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分
工协作关系，形成分级诊疗，
提升整体医疗资源利用率，
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重要途
径；各级医疗机构要明确工
作目标，理顺好协作关系，形
成工作合力，扎实推进医共
体建设工作，为人民群众健
康问题做好保障。

区人民医院王立宁院长
表示：文登区人民医院与6个
乡镇卫生院和两个社区服务
中心组建医共体，区人民医院
将定期选派医疗专家、科室主
任和医疗骨干组成专家团队，
与基础医疗单位对接，对来自
医共体乡镇卫生院的诊查需
求，及时发出诊断报告或提供
检查服务，全方位负责医共体
从技术到服务支持；对卫生院
人员的任何技术上的需求都
随叫随到、毫无保留地带教，
做到各级医疗机构共同发展；
提升文登区区域内医疗资源

配置使用效率，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为我区医疗卫生事
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最
终实现 "小病不出乡，大病不
出县"的目的。

文登区人民医院医共体的
成立以医共体内“资源共享、双
向转诊、预约诊疗、技术扶持、
人才互动、管理交流、共同发
展、双向共赢”为目标，以“为辖
区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快
捷、质优价廉、连续的医疗卫生
服务”为宗旨，分级诊疗、上下
转诊，趟出一条医患都满意的
路子。

6600余余名名学学生生到到医医院院志志愿愿服服务务
提提高高自自己己，，服服务务社社会会，，为为小小志志愿愿者者们们点点赞赞

本报文登9月1 9日讯
(记者 姜坤 通讯员 刘
筱佩 ) 为践行“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青年志
愿者精神，为不同年龄阶
段的孩子们搭建向患者奉
献爱心的平台，为便于孩
子们更好的接触社会、了
解社会、奉献社会，文登区
人民医院于今年暑假期间
正式启动“志愿服务在医
院”活动，带领60余名中小
学生们开启非凡的暑假之
旅。

在正式开始上岗服务
之前，小志愿者们首先在
文登区人民医院接受了岗
前培训。负责培训的医生
采用现场讲解、幻灯片演
示、与小朋友们互动等形
式，从医院介绍、急救常
识、志愿者精神、服务礼仪
四个方面为小志愿者们做
了全面的讲解，为小志愿
者们开启志愿服务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在掌握了基本的技能
后，40余名初、高中志愿者
们在文登区人民医院门诊
部、急诊科、药库、血透室、
心理科等科室进行了为期
四天的志愿服务。他们在医
院门诊大厅，导医、取药、自
助挂号、打印检验结果、引
导；他们在电梯口，帮助家
属推轮椅、病床，协助患者
进入电梯；他们在住院部，
协助患者办理出院、和老人
聊天解闷；他们在医院各
处，了解和收集患者对医院

的建议，反馈给医院……他
们穿着鲜艳的红马甲，成为
了文登区人民医院一道亮
丽的风景，他们总是会及时
出现在任何患者需要的地
方。来自文登二中的于玮杰
小志愿者笑着对记者说：

“一点也不累，过的很充实，
能够帮助到这些患者，我觉
得很快乐。”

除了在医院本部进行
志愿服务，小志愿者们还
和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一
起走上街头，走进社区，为
群众发放健康手册、名医
简介及各类疾病的预防手
册等宣传资料。在兴业茗
居小区北门广场，20余名
青年志愿者拿着相关资

料，为附近居民讲解日常
生活中各类常见疾病的预
防知识。家住兴业茗居的
魏奶奶看着这群朝气蓬勃
的小志愿者说：“别看这些
孩子年纪小，懂的知识可
是不少，这活动挺好的，既
让孩子的暑假过的有意
义，又让孩子们学到不少
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小志愿者们以实际行
动，遵循着古人的教导。在
20多名党员的带领下，30
余名青年志愿者来到九龙
社区社会福利中心为老人
包饺子，陪老人聊天、下
棋，用自己的方式为居住
在福利中心的孤寡老人送

温暖。“跟孩子们在一起，
我感觉又年轻了30岁，非
常快乐。”居住在福利中心
的徐大爷说，他在给孩子
们讲小时候兄弟俩夏天吃
冰棍的故事，激励大家珍
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文登区人民医院今年
首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
这次活动不仅让患者和老
人们感受到了来自孩子们
的关怀，更让孩子们懂得
了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
志愿服务精神。文登区人
民医院表示以后会定期组
织此类志愿活动，用行动
践行“互相帮助、助人自
助、无私奉献、不求回报”
的志愿精神。

小志愿者们在服务。

关关注注心心理理健健康康，，宣宣传传精精神神卫卫生生
区区人人民民医医院院医医生生张张启启龙龙在在精精神神卫卫生生日日主主题题演演讲讲省省级级决决赛赛中中夺夺魁魁

本报文登9月19日讯(通讯
员 王静) 日前，由省卫
生计生委主办、省精神卫生
中心和省卫计委宣教中心
承办的2017世界精神卫生
日主题演讲比赛省级决赛
在济南隆重举行。文登区人
民医院青年医生张启龙代
表威海市参加比赛荣获第
一名，并将代表山东省参加
全国精神卫生日主题演讲
比赛。

本次大赛由国家卫生
计生委发起，以“心理健康，
社会和谐”为主题，旨在进
一步贯彻落实《精神卫生
法》及《关于加强心理健康
服务的指导意见》，广泛宣

传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知
识，增强广大医务工作者和
高等院校医学生投身精神
卫生工作、心理健康服务和
健康中国建设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
员张丽艳同志，省直机关工
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合洲同
志出席比赛现场并为获奖
选手颁奖，山东省精神卫生
中心理事长、党委书记王汝
展致辞。

在比赛中，张启龙紧紧
围绕演讲主题，结合精神心
理卫生工作实际及身边的
典型事迹，声情并茂地描绘
社会人群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充分展示了文登区人民
医院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职业精神，关爱、关心
患者的人文情怀，并呼吁社
会各界理解、接纳、关爱精
神心理疾病患者。

全省共选出17支代表
队18名选手参加省级决赛，
经评委们认真、公正综合评
议，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
奖6名、三等奖8名，而张启
龙以精彩的演讲独占鳌头，
获得个人特等奖，山东省精
神卫生中心等8家单位获得
了优秀组织奖。

赛后，张启龙医生马上
返程，第二天又要投入到紧
张的工作中。他说，参加比

赛也是一次与其他选手共
同交流的机会，希望以后把
这些东西融会贯通学以致
用，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2017年10月10日是第
26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精
神卫生问题已严重影响到
人们的正常生活，而精神
健康障碍已成为严重而又
耗资巨大的全球性卫生问
题，影响着不同年龄、不同
文化、不同社会经济地位
的人群。

心理健康，社会和谐是
永恒的主题，文登区人民医
院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本
次演讲比赛也为精神卫生
日的宣传拉开了帷幕。

简简讯讯

为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
改革，文登区域内基层首诊、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机制，让群众享受
优质医疗服务，区人民医院与小观镇卫
生院、侯家镇卫生院、文登营镇卫生院、
米山镇卫生院、天福山卫生院、界石镇
卫生院、埠口卫生院以及天福、龙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组建了医疗服务
共同体。

文登区人民医院将邀请著名济南
中医专家，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周六
上午8点至下午5点坐诊文登区人民医
院，为大家号脉亲诊。

为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和党员队伍
建设，提升党员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
力，弘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和热心公
益，扶贫济困的奉献精神，8月20日上午，
文登区人民医院党支部组织周末休假
的50多名党员，来到文登区社会福利中
心，开展“敬老爱老，奉献社会”主题党
日活动，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为老人们包
饺子，和老人们一起欢度周末，让老人
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近年来，文登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在临床工作中，致力研究探索治疗声带
良性增生性病变即人们通俗说的“哑嗓
子”的保守治疗方法，采用中药蒸汽雾
化吸入疗法，使患者声带恢复到病变前
的形态结构，发音也能恢复到最佳状
态，临床疗效明显，已通过威海市科技
局科研立项。

为提高农村居民胃癌早诊早治率，
降低死亡率，探索建立政府主导、多部
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农村居民胃癌防
治模式，文登区人民医院承担全区范围
农村居民胃癌免费筛查任务，通过对高
危人群进行胃镜筛查，发现癌前病变及
早期癌症，对食管癌、贲门癌、胃癌做到
筛查、随访和治疗。

文登区人民医院嗓音专科引进目
前国内最新型的高清频闪电子喉镜，该
喉镜能够在三种模式下观察声带振动
产生粘膜波情况，可以清晰发现微小声
带病变，并予以录像和图片保存，为嗓
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极为宝贵的
信息资料和科学的依据，使嗓音疾病治
疗更完美。

文登区人民医院深入开展糖尿病
的健康教育工作，成立糖友俱乐部向广
大群众进行糖尿病规范治疗的科普宣
传，糖友俱乐部每月举行一次，在每个
月最后一个周的周六如期举行，截止目
前已成功举办了100多期，拥有会员400
多人。

文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现已
开展新项目三氧血自体回输，治疗患者
百余例，疗效显著。

自今年5月份开始，只要您参保威
海地区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者职工
医疗保险，就可在文登区人民医院享受
免费白内障手术治疗！

文登区人民医院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安贞医院联合成立的“威海疼痛病
诊疗分中心”。自去年6月份开始，北京
安贞医院疼痛科主任何明伟等国内知
名疼痛专家每周六来文登区人民医院
坐诊，切实为患者解决疼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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