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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有“鲤”跃龙门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2000多尾色彩斑斓的锦鲤，在
水中来回穿梭，怡然自得，众多
锦鲤济济一“塘”，搅动起人们
心中幸福和快乐的水花。其中，
一只红白相间的大型锦鲤，优
哉游哉，格外引人注目……

“锦鲤素有‘水中活宝石’、
‘会游泳的艺术品’的美称，是
当今世界最高档的观赏鱼。”锦
泽种养基地负责人王燕红介绍
说，锦鲤色彩亮丽，体型流畅，
生存能力强，在市场上深受追
捧。“

在水深两米多的鱼池里，
红色如血、黑色如墨、净白如
雪，各色相间的锦鲤在水中愉
快地嬉戏，变幻出多彩的斑纹，
很是惹人喜爱。王燕红指着其
中一条红白相间的大型锦鲤介

绍道：“这条锦鲤足足有75厘米
长，重达30多斤，在刚刚落幕的
全国锦鲤大赛中，一举夺得了

‘75部红白冠军’”说这些话的
时候，王女士脸上掩饰不住喜
悦和自豪之情。

“别看这锦鲤好看，但是却
十分‘娇贵’，从水温到饲料都
要严格把控，不得有半点马
虎。”由于养殖锦鲤对技术和经
验的要求高，从投苗到喂养，王
燕红和丈夫都亲自上阵。

事业有成而又有着浓厚家
乡情结的王燕红和丈夫两人
2016年开始返乡创业。经过多
方考察，决定建立种养基地，发
展特种养殖。经过几年的发展，
种养基地流转土地和池塘150
余亩，形成了集生态采摘、鸽子

和锦鲤养殖、黑松林种植为一
体的生态种养区。其中，两座正
在施工的温水大棚将作为锦鲤
的育苗和生长基地，后续还将
引进目前最先进的过滤系统和
水质监测系统，优化锦鲤繁育
环境和品质，通过逐步推广“公
司+农户”模式，把锦鲤养殖业
做大做强。

基地还将通过开展各种锦
鲤文化活动，扩大锦鲤市场，适
时举办锦鲤品鉴会，真正叫响
锦泽锦鲤的品牌，把泽头打造
成烟威地区，乃至山东半岛规
模最大，档次最高的鱼场、钓场
和锦鲤产销中心，基地也将成
为各个阶层人士观光旅游、垂
钓休闲，吃喝玩乐的好去处。

(刘博)

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发热门诊建成启用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为
应对秋冬季可能出现的疫情风
险，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对原有的
发热门诊进行改建，10月14日，
医院发热门诊改造完成，正式投
入使用。

改建后发热门诊位于医院
西侧，区域独立，设有醒目的标
识，具备独立出入口，将工作人
员通道和发热病人通道严格分
开。诊区内功能齐全，设有发热
门诊诊室和发热门诊留观室，发
热患者直接在发热门诊就可以
完成挂号、诊疗、交费、检验、核

酸取样、CT辅助检查、取药等一
整套就诊流程，确保患者及医务
人员的健康安全。

门诊设有强制通风设施、外
散空气消毒设备和单独的污水
处理系统，所有房间外窗均可开
启，确保室内有良好的自然通
风。发热门诊及隔离留观病区缓
冲间严格双门互锁。每间隔离留
观室设置独立的卫生间，对隔离
留观病区实行封闭管理，不安排
陪护和探视，隔离留观患者非诊
疗需要不得离开隔离留观室。

同时，医院严格执行发热病

人预检分诊制度，在医院入口设
置了全天候体温监测点，无论是
患者还是职工，体温正常才可以
进入医院，一旦有发热症状，直
接送到发热门诊筛查就诊，避免
发热患者在院内流动，确保“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新发热门诊投入使用后，对
发热患者的分流速度明显加快，
诊疗路径进一步优化，可以集中
资源，对发热病人进行专门、集
中的诊疗和管理，最大限度地降
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刘国娥)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10
月23日，文登区精防科第三季度
督导的最后一天，之前的10多
天，来回奔波走访，指导和宣传，
工作人员的汗水洒遍了文登区
的各个乡镇。

当日上午督导张家产镇卫
生院辖区，居民听说有专家来，
早上六点半，就有人到医院等候
了。在听完讲课后，好几个患者，
围着到场的孙俊晓医师，问这问
那，孙大夫都耐心地给予解答和
指导。张家产镇卫生院职工王玉
弘注意到一位老人，眉头紧皱，
不知道是不舒服还是不开心，她
便走过去询问，原来老人准备带
着自己和儿子吃的药，来找专家
咨询的，可是早上走的急，忘带
了，村里离医院有点远，想骑车
回去拿，又怕专家走了，在那生
着闷气。了解情况后，与医院相

关负责人商定，老大爷先回家，
等她们完成入户走访后，直接去
他家指导，约定了时间在11点左
右。

时间在乡间的小路上飞逝，
不知不觉都快11点半了，下午1:
30还要去另一家医疗机构督导，
现在返回张家产医院，沟通整理
表格需要半小时，再返回精防科
归档需要半小时，还有时间吃了
午饭，稍微歇息一下。可是她们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老大爷家，
因为已经说好了啊。从张家产镇
汤村到水井村，正好赶上村里修
路，开车竟然跑了20多分钟。

看到她们的身影，老人高兴
地咧开了嘴。经过仔细询问，了
解情况后，他们给患者调整了药
物，并用笔仔细清楚地帮他们记
录在一张纸上，并叮嘱一定要按
时吃药，定期复查，有事情及时

与自己签约的家庭医生联系。老
人感激不已，非得留她们吃饭，

在她们婉拒后，又收拾了一大包

红薯紫薯，硬塞给她们，嘴里还

念叨着：拿着拿着！不是啥值钱

玩意，不会让您们犯错误的，你

们特意赶过来，连口饭都没捞着

吃，我过意不去啊！

看着车窗外，笑的眼睛都眯

成一条线的丛大爷，明明岁月沧

桑画满双鬓，但是仍能感受到他

的欣慰。人人都说，时间就是生

命，一寸光阴一寸金，但是我们

信守与丛大爷的承诺，不过是少

休息半小时，换来的却是比半小

时时间还珍贵的东西——— 诚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

用既是无形的力量，也是无形的

财富，一诺之美，贵于千金！

(王玉弘)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

宋村中心卫生院多举措提升群众满意度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为

进一步提高医院医疗服务质量，
宋村中心卫生院强化服务意识，
多措并举，常态化开展了健康巡
诊、健康扶贫入户大走访、就诊
患者回访等活动，持续提升群众
满意度。

以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支
撑，医务工作者分片负责的形
式，将巡诊工作与家庭医生签约
及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扶贫工作
相结合，增加村民与医生之间的
了解、信任。对久病卧床、行动不
便的患者进行上门服务，指导他
们的日常用药、康复锻炼和健康
饮食，对巡诊中发现的疑难或重
症患者，及时转诊，并进行后续
跟踪治疗，让包片医生成为群众
的贴心人，农民健康的守门人，
解决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问
题。在巡诊过程中，宋村中心卫

生院积极开展家庭医生服务，广
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国家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中医药健康保健
知识并开展艾灸适宜技术体验
活动。在1-9月份巡诊过程中，宋
村中心卫生院共为群众服务
8456人次，艾灸体验4683人次，
发放艾灸免费礼包745份。

健康扶贫入户大走访。宋村
中心卫生院组织各家医护团队
深入各村开展入户大走访、健康
义诊和健康扶贫政策宣传活动，
对全镇636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进行多次走访，摸清患病贫困人
员情况，协助办理慢性病就医，
对到医院就诊的患病贫困人员
严格落实门诊“两免两减半”、住
院“先看病后付费”政策和一站
式结算服务。

就诊患者回访活动。宋村中
心卫生院为密切医患关系，医院

在落实首诊负责制的基础上，通

过电话回访开展随访活动，将医

疗服务延伸至院外家庭，使就诊

患者得到持续的医疗服务和正

确的健康指导。回访活动中，首

诊医师和家庭医生耐心询问了

患者的康复情况，对就诊期间医

务人员服务态度、医德医风、价

格收费、就诊环境等方面开展了

调查，并叮嘱患者养成正确健康

生活方式，对正在服药的群众进

行了用药指导，使患者感受到了

医院的关心，从而提升了群众对

医院的认可度。

提升医院服务质量、提升群

众满意度、提高医院医疗水平，

让医护人员与患者零距离，打通

患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宋村中

心卫生院一直在行动。

(杨卫)

宋村中心卫生院“健康查体进校园”活动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为及时了解和准确掌握中小学生
的健康和生长发育状况 ,预防学校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宋村中心卫生院自10月26日开始，对辖区
内600余名中小学学生开展全面体格检查工作。

自2019年开始，文登区中小学生查体实施智能信息采集
方式。为了顺利完成查体任务，宋村中心卫生院高度重视，精
心部署，抽调各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健康查体团队，针对查体
项目进行明确分工，责任到人；针对体检内容，组织所有参与
查体人员参加了严格、详细的健康体检数据管理技术培训，从
而确保有效提高体检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

学生查体内容包括身高、体重、色觉、心肺听诊、血压、视
力、五官、肺活量、外科检查等身体综合素质的评估。在现场体
检中，查体人员在学校领导、老师及学生的积极配合下，认真
细致地给每位学生做了全面检查，并且将体检结果通过学生
条码信息同步扫描上传，既保证了查体信息数据传输的正确
性和及时性，也省去了后期的档案录入步骤，大大节省了时
间。查体过程中针对每个学生存在的问题，工作人员能够现场
反馈并给予个体化健康指导，每一个班级查体结束后，将重要
信息汇总并及时通知班主任，通过家校双方共同努力，引导、
帮助学生建立规律、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不断提高中小学生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
能力。

关注健康，关爱学生是宋村中心卫生院的常态化工作的
一项内容，通过每年对中小学生体检数据的采集，从而分析掌
握影响学生身体健康的主要问题，及时采取健康教育知识培
训等防控措施，做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为学生健康
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王洪英)

“九九重阳节 关爱老人”义诊活动举行

本报文登10月28日讯 为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
德，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天福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组织党员志愿服务小分队，于10月24日上午在德贤老干部
小广场开展“九九重阳节 关爱老人”健康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和就诊的小区居民络绎不绝。医务人员为
北山社区的老人们进行测量血压、血糖、做心电图及免费艾灸等服
务，并详细解答常见病、慢性病的相关知识，为他们提出合理治疗
方案和用药指导、饮食指导，嘱咐老人们要注意预防保健及饮食起
居，给老人们的身体健康提供了保障，得到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此次义诊活动，将志愿服务深入群众，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不仅普及了健康知识，还增强了老年人的
自我保健意识，为小区的老年人送上一份健康、一份关爱，也送上
了重阳节的祝福。下一步，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继续做好老年
健康服务活动，在提高老年朋友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让
他们深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 (赵照)

心贴民众爱心温暖，美丽乡村第二课堂

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切实让贫
困群众提升幸福感、获得感，在第7个国家“扶贫日”来临之际，文登
区七里汤中学党总支、团委积极行动，在校内外广泛开展了以“心
贴民众爱心温暖，美丽乡村第二课堂”为主题的 “扶贫日”活动和
红色教育活动。

在校内广泛开展师生踊跃捐献图书活动，支援帮扶村的文化
建设，以实际行动培养学生弘扬扶贫济困、人心向善的传统美德，
在学生幼小的心灵播种一颗关爱的种子。

在校外党组织班子成员，通过赠送慰问品、高价回收贫困户的
农产品、参观了慈口观兵工厂旧址、村史馆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
教育与百姓之间的距离，为党员的学习教育、志愿服务提供了新课
堂、新教材、新天地。 (周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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