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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孙秀珍) 由于精神、智力

残疾的特殊性，许多患者无法自行到
医院完成鉴定，当地残联及家属对此
也爱莫能助。

针对这种情况，淄博市精神卫生
中心抽出5名专家组成鉴定小组，于10

月16日深入淄博高新区四宝山街道
办事处等地，进村入户为患者进行精
神、智力残疾鉴定，帮助办理残疾人
证。患者分布在四宝山、石桥、卫固的
6个村庄，居住较分散，专家们每到一
位患者家中，便进行医学检查、鉴定
等。有些患者由于病情的原因不合
作，小组成员便耐心劝导。此次活动
共完成了11名患者的鉴定工作。

市五院进村入户

为智残患者鉴定

23日是霜降。据张店区中
医院主任医师杨涛介绍，霜降
是一年冬季养生的开始，谚语
有“补冬不如补霜降”的说法，
无论在饮食养生还是运动调
养上都需应时谨慎。

深秋进补要以

固表、益气为主

“补冬不如补霜降”，杨涛表
示，“秋补”其实比“补冬”更重要。

深秋五行属金，在人体五脏
属肺。进补要以“润燥、固表、益气”
为主。应多吃些梨、苹果、白果、洋
葱等。少吃冷硬食物，忌强刺激、暴
饮暴食，还要注意胃的保暖。“因为
夏天时人体对抗持续的高温产生
一系列生理变化，在体内产生很

多易使人困倦的酸性物质，引起
秋乏。所以进食一些碱性食物最
好。白薯、山芋、山药、藕、荸荠，都
是这个时节适宜的食物。此外，还
可以多吃些百合、蜂蜜、芝麻、核桃
等食物，也很有保健效果。身体虚
弱老人喝点蜂王浆，早晚各服一
次，对促进睡眠和通便有一定好
处。”

调理需根据

各人不同体质

霜降进补要根据各人体质选
择食材。一般可以选择温补类食
品，如牛肉、羊肉、兔肉等。此外，枸
杞、党参、淮山、熟地、山药、黄芪等
炖排骨或牛肉也是不错的选择。
年老体弱者则应以补气补血为
主，可以吃些鸡、鱼、肉、蛋等，也可
以加人参、红枣、苡米、山药、龙眼
等做成药膳食用。而阴虚的人就
不适合吃太多温补类食物，应以

补脾胃为主。
秋季昼夜温差较大，运动

能使人体温调节机制不断处于
紧张状态，有助于提高人对环
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提高心血
管系统的功能，从而更容易适
应进入冬季后的气候变化。宜
选择轻松平缓、活动量不大的

项目，如慢跑、登山、太极拳等，
适时有度地进行。此外，还需顺
应“春困秋乏”的生理反应，保
证充足的睡眠。每次运动前，一
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不
宜过度劳累，更不可经常大汗
淋漓，使阳气外泄，伤耗阴津，
削弱机体的抵抗力。

“夏债”需“秋还”，补冬不如补霜降

立立冬冬前前防防秋秋乏乏宜宜吃吃碱碱性性食食物物

急急救救练练兵兵
16日，张店区第二人民

医院暨淄博口腔医院组织全
院职工开展了心肺复苏技能
培训。

本次培训通过现场模拟
心肺复苏操作实践，加深了
对心肺复苏的全过程的理解
和各个操作要领。通过培训，
全院医务人员不仅了解了心
肺复苏的规范和操作流程，
还及时掌握了最新的心肺复
苏知识与救护技能，提高了
对不同危重症患者的院前急
救能力和水平。

本报通讯员 郭艳 摄影

报道

一位老人在市博物馆广场放风筝(资料片)。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购购买买使使用用非非处处方方药药
先先看看清清认认准准药药品品标标识识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徐海清)

近日，有市民咨询非处方药与
处方药的区别，由于处方药的
使用销售现在已有明确的法律
规范，而市民对非处方药的了
解却知之甚少。

据张店区人民医院医生介
绍，非处方药是指不需要凭医
师处方即可自行购买和使用的
药品，亦称”可在柜台上买到的
药物”，我国于1998年对药品施
行分类管理制度。

非处方药是消费者依据
自己所掌握的医药知识，借
助阅读药品标识物，对小伤

小病自我诊疗并选择应用的
药品。非处方药是由处方药
转变而来，是经过长期应用、
确认有疗效、质量稳定、非医
疗专业人员也能安全使用的
药物。非处方药大都用于治
疗伤风、感冒、咳嗽、头痛、牙
痛、肌肉和关节疼痛，消化道
不适，鼻炎等过敏症状、营养
补剂等。具有安全性高，毒副
反应较小，体内不蓄积，不含
毒和成瘾成分，不引起依赖
性，不诱导耐药性和抗药性
的特点，市民按标签或说明
书的指导即可正确使用，药
品在储存条件下稳定性好。

淄淄博博全全面面启启动动医医疗疗器器械械
不不良良事事件件重重点点监监测测工工作作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朱海升 ) 近
日，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省局的工作部署与要求，淄
博承担了4个医疗器械品种的
不良事件重点监测工作。目前，
重点监测工作已全面启动。

市食药监首先对医疗机构
进行了遴选，为监测工作打好
基础。市中心根据“重点监测工
作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市范围
内遴选了市中心医院、市第一
医院、临淄区妇幼保健院等相
关品种用量大、监测工作基础
好的医疗机构，作为监测点，承
担重点监测研究工作。各医疗

机构均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
指定人员，明确责任，为监测工
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通过
广泛培训，保障监测工作顺利
进行。市中心组织各医疗机构
监测工作负责人、联络人参加
了省中心的重点监测工作培训
会议，随后分别在各医疗机构
组织相关临床科室的监测人员
进行专项技术培训，对“重点监
测工作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讲
解。最后通过加强督导，确保监
测工作质量。为保证监测工作
达到预定目标，市中心将加强
对监测点的检查和指导，确保
监测数据准确有效。

发生医疗纠纷该咋办?市卫计委工作人员为市民解答

一一方方拒拒绝绝调调解解，，纠纠纷纷不不予予受受理理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王斌 高丽 )

近几年，因医疗纠纷而引发
的各类社会问题屡见不鲜，也
成为困扰医院和患者的一大难
题，发生医疗纠纷该如何处置，
如何避免医闹等情况的发生，
本报联系市卫计委工作人员为
市民答疑解惑。

据了解，发生医疗纠纷，首
先可以医患双方进行协商调
解，调解不成的，医患任何一方
均可向主管卫生行政部门提出
处理请求。卫生行政部门受理
后会指派专人妥善保管原始资
料，封存有关医疗物品，组织工
作人员展开调查。调查研究后，
卫生部门会给出处理意见，一
般会再次协商调解。协商不成

的，则建议患者或家属诉诸三
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
鉴定。如对三级鉴定结论不服，
可申请复仪或二级鉴定。如仍
不服，则申请复议和一级鉴定。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疗单位
根据鉴定结论和有关法规及制
度作出相应处理。如对处理结
果仍不服的，可以向当地基层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双方
自行协商、请求卫生行政部门
处理都不是必经程序，也可直
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问及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受理哪些范围的医疗纠
纷，工作人员表示，医疗纠纷索
赔金额1万元(含)以上；医患双
方自愿申请；在诉讼时效内；当
事人与医疗纠纷有直接利害关

系；有具体的调解请求、事实依
据和理由的纠纷，都符合受理
范围。而一方当事人明确拒绝
调解的；法律、法规规定由专门
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不适宜通
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人民
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
部门已经受理或正在处理的，
则不予受理。

除了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外,医患双方
当事人可通过自行协商(1万元
内)、卫生行政调解或司法诉讼
解决纠纷。这些途径是法律赋
予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相互之
间与人民调解不发生冲突。

同时，根据法律规定 ,对在
医疗机构拉横幅、摆设花圈、设
灵堂、违规停尸 ,驱赶其他就医

人员等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或
者聚众打砸和围堵医疗机构,侮
辱、威胁医务人员 ,非法限制医
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人身自
由等,致使医疗机构诊疗活动无
法进行、侵害人民群众合法就
医权益的,公安机关接报警后应
当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控制
现场,维护正常医疗秩序。

对不听劝导、不肯停止过
激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
关规定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 ,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专门
捏造、寻找、介入他人医患矛盾,

故意扩大事态 ,寻衅滋事 ,向医
务人员、医疗机构敲诈勒索的
职业“医闹”分子 ,将严厉打击 ,

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程方) 近日，淄博市
见义勇为表彰大会召开，市一院急
诊科医生商禧程荣获全市见义勇为
先进分子并在大会上受到表彰。

7月1日，商禧程休班到游泳池
办卡时，遇到13岁的小林(化名)在游
泳池溺水，危急时刻，商禧程立即表
明身份并实施专业急救，把握住了
生命抢救的黄金8分钟，经过及时专
业的抢救，小林恢复了自主呼吸，转
危为安。商禧程勇救落水少年的先
进事迹引起社会对见义勇为和科学
施救的强烈反响，由此医院倡议全
社会争当“爱心善使”活动。

市一院商禧程获评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朱凤霞 汪学芹) 近日,

一重症病人不仅得到山铝医院的爱
心救治,而且在医院的帮助下找到了
亲人。病人亲属为医院送上锦旗,表示
最诚挚的感谢。

医院于今年8月中旬接治了一名
卧于路边草丛中的伤者。在伤者无陪
人、不知道姓名的情况下,医院开通绿
色通道全力救治,并给予悉心照料。逐
渐清醒过来的病人,急切地想念亲人。
医院积极想方设法,在多家派出所的
帮助下,终于使这位与亲人“失联”20

多天的病人找到了亲人。

山铝医院救治

重症失联病人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振 孙建博) 近日，市

委宣传部、市老龄办等八部门联合表
彰第六届淄博市敬老爱老助老主题
教育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市第七人
民医院被授予淄博市第六届敬老模
范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市七院把敬老爱老助老
做为重要工作来抓，通过组织志愿者
服务队，进入敬老院、社区、农村开展
送医送药送温暖活动；连年为核工业
部淄博离退休管理处的老年人及家
属、遗属免费进行健康体检；完善导
医导诊服务，免费为老人提供饮用
水、推车、轮椅等多项服务；在门诊收
费处设立“老年人优先挂号窗口”等
标志，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以实际行
动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 推动尊
老爱幼、老少共融良好社会风尚，不
断提升敬老为老服务水平，将医院敬
老文明活动落到实处。

市七院获评淄博

敬老模范单位

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门晓丽 孙艺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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