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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保科门诊正式开诊
儿童就诊不再市区两头跑

走进济医附院兖州院区儿
童保健科，走廊内已有不少等
待就诊的孩子及家长。而位于
诊室内，济医附院兖州院区儿
童保健科主任袁兆红正忙着为
一个又一个的孩子明确诊断，
只见她听听心率、摸摸小肚子、
捏 捏 小 手 和 小 腿 、看 看 皮
肤……看似简单的“小动作”，
背后却蕴含着大学问，因为这
不仅是婴幼儿疾病筛查的常规
方法，也是保证每个儿童能健
康成长的重要操作。

“来，孩子我给你检查一
下。”一名7岁的孩子刚走入门
口，细心的袁兆红便发现了“不
对劲的地方”。虽然家长仅是为

孩子身高增长问题取药而来，
无需重新检查。但凭借多年经
验，从孩子的体态特征等方面，
袁兆红怀疑其骨骼可能存在问
题，便主动提出检查建议。当孩
子脱下厚重的裤子时，其骨骼
问题愈加明显。经过详细检查
后发现除现有的身高增长问题
外，孩子下肢膝关节有明显异
常，建议前往相关科室治疗。隐
患及时得到防范，家长激动不
已，连声道谢。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天
使，但总是有些折翼的天使，不
能和同龄的孩子同步健康成长，
所以还这些孩子一个健康的人
生是我们儿保科医生共同的心
愿！”袁兆红称，婴幼儿时期是人
一生中生长发育最迅速、最重要
的时期，也是各种能力发展的关
键期。这一时期的卫生保健和养

育方法是否得当，不仅关系到儿
童的健康成长，更能影响他们一
生。

据了解，济医附院兖州院区
儿童保健科现可为当地就诊儿
童建立健康档案、进行生长发育
监测与评估、营养评估与指导及
早期神经心理行为发育评估与
指导等，以便及时发现营养偏
离、疾病状况、发育落后和神经
心理偏离等潜在问题，并对身材
矮小、肥胖、生长速率减慢和过
快、性发育异常、遗尿症等生长
障碍性疾病患儿及早进行干预
和保健指导，保障儿童早期的全
面健康发展。

深耕特色诊疗方法
为孩子提供安全生长“环境”

如果说整个儿科体系是座

“金字塔”，那么儿童保健工作便
是塔的“基石”。对于每位儿保医
生来说，身上肩负的不仅是成长
的希望，更是使命的担当。为使
科室开诊即步入正轨，多方面满
足儿童需求，从计划筹备到学科
发展方向制定、人才培养、设备
购置等细节敲定，医院都着实下
了一番功夫。“一年前已启动人
才培养计划，让多名经验丰富的
儿科医生及护士前往省级医院
专项进修儿保相关专业。”谈及
人才选择方面，袁兆红称儿童保
健医生更要具有扎实的儿科学
基础，培养儿科医生成为儿保医
生，可促使诊疗更加规范、精准。

为使诊疗技术不断提升，袁
兆红除每周六到院坐诊外，还会
组织科室成员开展业务探讨与
理论讲授。“袁主任不仅在坐诊
过程中进行现场带教，还会将好
的专家讲座发到微信工作群里
让我们进行线上学习。”虽然科
室仅运行了一个多月，但过往点
滴在济医附院兖州院区儿科副
主任刘艳春心中都分外清晰。从
日常坐诊、病历研讨、技术传授、
理论学习到科室规划、人才培
养，每一项袁兆红都一丝不苟、

亲历亲为。
“只有做细才能做得更好，

才能为儿童提供更好的诊疗服
务。”袁兆红称，目前，虽然每个
医生均已基本确定业务方向，
但生长发育诊治与小儿中医推
拿将作为科室特色业务进行开
展。以小儿中医推拿为例，可对
近视、厌食、腹泻、肺炎等疾病
进行物理治疗，解决儿童常见
病症，通过推拿预防疾病和增
强体质，为孩子健康保驾护航。
谈及下一步，袁兆红则坦言，近
期科室将会组织一系列的活
动，不仅通过免费健康查体的
形式对幼儿园小朋友进行筛
查，及早发现孩子生长发育问
题，做到早检查、早治疗，还将
组织为生长发育矮小的儿童进
行免费体格发育评估和骨龄检
查，必要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和治疗，以防矮小的儿童错过
最佳治疗时期。

“儿童保健科虽然成立时间
不长，但科室员工有坚强的凝聚
力、实干的精神和努力学习的良
好氛围，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
为兖州区的儿童提供更多更好
地服务。”袁兆红说。

济医附院兖州院区儿童保健科优质诊疗为健康护航

让每个孩童都有最佳“起跑线”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儿童保健工作已上升到医学领域的

重要位置，为此，经过充分的筹备，2020年9月23日，济医附院兖州
院区儿童保健科正式开诊，并特聘济医附院主任医师袁兆红教
授为科室主任，带领团队深耕儿保领域，用仁爱之心、精湛医术
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而该科室的成立不仅填补了医院儿保空
白，更可让儿童不承旅苦即可享受专家级优质诊疗服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张德君 董体

科室开展业务探讨与理论讲授。

本报济宁11月5日讯(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何双胜)
新生儿无陪护病房面对的

是一个特殊化群体 ,一方面是
软弱无助、甚至病情危重但已
具备完整的痛觉、视觉、听觉
功能的新生命 ,另一方面是内
心充满担心、焦虑,甚至恐惧的
父母。在某些情况下父母,特别
是母亲还会因孩子是早产儿、
小于胎龄儿、畸形儿等产生内
疚与自责 ,所有这一切都赋予
了任城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
病房护理工作的特殊性。

由于是无陪护病房，父母
不在身边，新生的宝宝们格外
需要医生护士们的悉心照顾，
所以病房里的这群“临时妈
妈”进行着24小时全天候监护，
即便是节假日，也都不会有丝
毫懈怠，守护着新生儿的生命
健康。

“我们的职责不仅是照顾
宝宝，还要教会新爸爸妈妈们
如何正确养育护理宝宝。”医
院新生儿病房李晶主任说。为
了最大限度减轻患儿父母焦
虑以及迫切想见到宝宝的心

情，任城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
病房医护人员专门建立了医
患沟通微信群，在确保患儿安
全及医疗护理工作正常运行
的同时，由当日值班人员及时
为宝宝家长进行问题解答及
照片发送，同时借助微信群为
家长们实时提供专业的新生
儿护理知识。

刚带孩子出院的赵女士
说：“加入了这个微信群，心
里特别踏实，宝宝在新生儿
无陪护病房时病情有什么变
化，在群里就可以及时与医
生护士沟通，第一时间了解
孩子的健康情况，同时还能
熟知更多养育宝宝的科普知
识。群里的医生护士们也特
别有耐心，对于我们这些刚
刚为人父母的人来说，很是
方便。”

这一举措不仅缓解了初
为父母暂时与宝宝分离焦虑
的心情，也让父母隔空看到宝
宝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护下，
一天天的病情好转，分享宝宝
治疗成长中的快乐，受到了众
多称赞和好评。

本报济宁11月5日讯(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刘峰) 日前，
济宁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医疗
专家志愿者服务队一行，深入党
建帮扶联系点梁山县马营镇许
庄村，开展健康义诊巡诊志愿服
务活动，为村民们送上“健康大
礼包”。

义诊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村民们有序进行血压、血糖
的测量检测。医院专家耐心细致

地为前来就诊的村民进行健康
诊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他们
讲解医疗知识，并对常见慢性
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专
业指导，培养正确的就医和用药
理念，引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
方式。

同时，为做好疫情防护工
作，医院还专门准备了200只医
用外科口罩，现场为每位村民
量体温、发口罩，严格落实好疫

情防控和健康防护措施。村民
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临走还
不忘带走一份疾病科普知识宣
传袋，志愿者服务队热情周到
的服务得到了群众的一致称
赞。

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医院还将继续开展好健康义诊
惠民活动，践行社会责任，为健
康扶贫、乡村振兴工作贡献一份
力量。

济宁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
(济宁市第四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7年，是一所集医疗、预防、
保健、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现代
化综合性医疗机构，为适应新
时代医务工作的发展需求，展
现济宁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整

体形象，现面向社会征集中心
标识。

所有投稿作品，其所有权
和使用权归济宁市公共卫生医
疗中心所有。中心给予获奖作
品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
一定的物质奖励,一等奖1名，奖

金30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
10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
3000元；入围奖20名，奖金各
100元。

敬请社会各界人士、单位
积极参与。标识征集方案请浏
览医院官网。

“临时妈妈”温暖呵护

微信平台隔空传情

义诊活动送健康，联建互助暖民心
济宁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到联建村开展健康义诊志愿服务活动

打造优质医疗服务

提升群众满意度

本报济宁 1 1月 5日讯 (记
者 李锡巍 通讯员 李璐
璐 ) 近日，汶上县军屯卫生
院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精准扶贫等开展了大型巡回
义诊及随访活动，进一步加
强群众健康意识提升和健康
知识的普及，推行便民惠民
措施。

针 对 此 次 大 型 义 诊 活
动 ，医 院 组 成 了 3 个 义 诊 小
组，走遍军屯乡每一个村庄。
义诊中，医务人员耐心为群
众答疑解惑，并提出预防和

治疗的合理建议。每个义诊
小组平均每天义诊300余人，
并发放健康宣传手册 2 0 0余
份。

每天开展完健康义诊活
动的同时，医疗团队还在各
村乡医的带领下，走访入户，
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国
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医
药健康保健知识等，并广泛
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促进
服务质量提升，使广大群众
成为卫生健康工作的正面宣
传员。

济宁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面向社会征集中心标识

万元大奖呼唤你无处安放的才华


	H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