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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赶超 奋勇争先

——— 冠县清水中心卫生院“四抓”促发展

“来这里看病，不仅能享受
到精湛医疗技术、优质服务，还
能欣赏到‘青山绿水’美景……”
提起冠县清水中心卫生院，当地
老百姓都会竖起大拇指点赞。

经过几十年发展，清水中
心卫生院已变成一所综合性一
级医院。说起医院由简陋窄小步
步壮大历程，院领导十分激动：

“卫生院能有今天成绩，是由一
个团结奋进班子干出来的，是一
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为促进医院持续发展，清水
中 心 卫 生 院 制 定“ 四 抓 ”战
略——— 抓制度管理、抓人才培
养、抓硬件建设、抓环境改善，让
来这里就医的每位患者都感受
到家一般温暖。

抓制度管理，树立全新理
念。卫生院从“患者满意度、治愈
率、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入手，
每月对全院医务人员进行严格
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兑现奖惩，
真正做到让考核成绩说话。坚
持制度管人，有效推动医院规
范化管理。此外，积极开展“三
好一满意”活动，全力提升服务
水平。

抓人才培养，筑牢技术保
障。人才技术是医院发展壮大
关键因素，为此卫生院注重与
知名大医院交流，定期安排医

务人员学习深造，提升医务人
员诊疗技术和服务能力。

抓硬件建设，提升服务质
量。医疗水平提升，与医院医疗
设备先进是分不开的。卫生院
购进德国西门子16排螺旋CT
1台、德国产CR1台、大型500mA
X光机1台、彩超1台、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2台、全自动五分类血
球仪2台、超声波臭氧雾化妇科
治疗仪1台、波姆光治疗仪1台、
母婴胎心监护仪1台等先进设
备，更好满足患者需要。

抓环境改善，营造舒适条
件。卫生院内部建有假山、人工
湖等景观，来这里就医患者，在
享受精湛医疗技术同时，还能观
赏到‘青山绿水’，拥有一个舒适
休养环境。老百姓亲切地称清水
中心卫生院为“花园式”医院。

因精湛医疗技术、贴心医
疗服务，使清水中心卫生院在
老百姓心中树立良好口碑，来
这里就医患者不断增多。去年
门诊量突破7万人次，实际开放
病床位220张，年出院人数1 .1万
余人次，固定资产达1700多万
元。老百姓信赖，是对卫生院工
作最大支持。今后，清水卫生院
将以更新面貌、更高水平、更优
质服务，为当地及周边老百姓健
康尽一份力。 (杨鹏)

姜楼镇卫生院

喜获“山东省中医药特色乡镇卫生院”称号

日前，笔者从东阿县卫生和计划
生育局了解到，2月9日，山东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东省中医药
管理局联合下发文件，授予姜楼镇卫
生院“山东省中医药特色乡镇卫生
院”称号。据悉，该院成为东阿县卫生
系统唯一荣获此称号的卫生院，也是
聊城获此称号为数不多医院之一。

姜楼镇卫生院地处省道齐南路
东侧，交通发达。该院立足这一优
势，在加强人才培养引进同时，注
重硬件建设。自去年入秋以来，该院
积极筹措资金70余万元，按照“中医
药特色乡镇卫生院”创建标准，着力

改善中医药服务条件，推进国医堂
建设。目前，高标准建设的国医堂已
正式投入使用，新建国医堂在装修
风格上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建有
中医文化长廊，彰显浓厚中医文化
氛围。医院将原有中医人员资源整
合，开展了中医中药、针灸、推拿按
摩、拔罐、牵引、熏蒸等项目，配有先
进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颈腰椎多功
能牵引床、颈椎牵引椅、煎药机、颈
椎治疗仪、等先进设备。同时24小时
免费供应开水，新安装的太阳能热
水器可供患者免费洗澡。中医药特
色卫生院建立，为患者就医营造了

更加有利环境，每天来此就医患者
多达30—50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大医院甚至大医院都享受
不到的医疗服务。

自创建中医特色卫生院以来，
姜楼镇卫生院结合实际，运用多种
中医药方法手段和综合服务模式，
加大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力
度，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优势，
最大限度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和
范围。截至目前，姜楼镇卫生院已
形成“中医诊疗效果好，病人乐意
来看中医”良好互动局面。

(贾红艳)

扎实苦干 干事创业

——— 冠县兰沃乡卫生院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短短几年时间，卫生院面貌焕
然一新，来院就诊患者明显增加，群
众满意度大幅提升，被动落后工作局
面得到改善”。近日，在冠县兰沃乡卫
生院，院长张青龙谈起卫生院这几年
的发展变化，深有感触地说。

狠抓医务人员医疗技术水平提
升。2010年9月，新院长张青龙刚来时，
内科和妇科大夫只有1人，来院就诊者
无几。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卫生院注
重加强对医务人员培训，每年都派医
务人员到市、县卫生部门学习深造。目
前内科大夫增至4人，妇科增至3人。

加强医院硬件建设。兰沃乡卫生
院病房原来只有5间瓦房，已远不能
适应患者对医疗卫生需求。卫生院多
措筹集资金上百万元，建设了1000多
平方米病房楼，新增床位40多张，就
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引进先进医疗设备。针对原来设
备老化实际，卫生院积极筹措资金，
购买全自动生化分析血球仪及图像
清晰的增强系统和诊断准确的彩超
等，来院就诊的老人、儿童再也不用
担心以前做检查时小黑屋的恐惧。

“先诊疗，后付费”，吸引更多患

者。兰沃乡卫生院作为全乡率先实行
“先诊疗，后付费”试点单位，使前来
就医患者经济负担大大减轻，花钱不
多，治疗效果好，一度成为当地群众
的共识，前来就诊增多。

此外，兰沃乡卫生院还非常注重
安全生产，对病情严重患者，及时转
到大医院救治，病情较轻者转回当地
卫生院治疗。“双向转诊”不仅杜绝了
医疗卫生事故发生，同时也增加了收
入。通过扎实苦干，干事创业，兰沃乡
卫生院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可喜局
面。 (王涛)

《聊城职业院校报考指南·特色巡礼》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没没想想到到职职教教如如今今这这么么有有出出路路””

4月30日，由中国农产品物流
交易中心茶文化古玩城赞助的
2015第四届中国(聊城)工艺品艺
术品收藏品红木家具博览会将
在聊城国际会展中心盛装启航，
诚邀广大市民前往会场共赏收
藏艺术之美。

本次博览会4月30日至5月3
日在聊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设
立珠宝区、红木家具区、陶瓷紫
砂区、古玩字画区、书画区、茶叶
区、景德镇陶瓷区。来至越南、巴

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波兰、
云南、浙江、广东、广西、黑龙江、
辽宁等5个国家10多个省份展商
至此共聚一堂，共享文化盛宴。
通过三届时间的培育，中国 (聊
城)工艺品艺术品收藏品红木家
具博览会立足聊城辐射河南、河
北，已成为区域内规格最高、规
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化艺术品
交流的盛会。

2015第四届中国(聊城)工艺
品艺术品收藏品红木家具博览

会将于4月30日上午开幕，本届博
览会为期四天，吸引了国内外数
百家收藏经营机构、藏友及艺术
家参展，形成了聊城艺术品收藏
展览的空前规模，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展出品种囊括了
红木家具、根雕、木雕、茶叶、现
代工艺品、端砚、文物复制品等
诸多门类。尤其是陶瓷、紫砂和
书画，精品荟萃，琳琅满目，不乏
多位大师级作品，定会让您满意
而归。

紫砂展区由周汝平、蒋惠芬
两位国家级工艺大师领衔参展，
高级工艺美术师窦卫勤、沈金仙
等制作的紫砂壶各有千秋。工艺
师窦卫勤将现场制壶，展现中国
紫砂手工成型技艺的独特魅力，
让更多的观众和紫砂爱好者，得
以通过这个平台见识宜兴紫砂
壶从采料练泥到制作成型的全
过程，以及中国传统紫砂手工技
艺的纯正与精妙！

江西省景德镇市工艺美术

大师—侯文生、雷良明两位大师
将亲临现场，景德镇工艺精髓淋
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清丽的青花
瓷、娇嫩的粉彩、斑斓的颜色釉、
精致的玲珑瓷 ,四大景德镇名瓷
会聚水城,实属罕见。

另悉，本届艺博会将继续推
出前100名顾客免费领取精美礼
品。茶艺、紫砂壶现场制作表演，
拿起手机扫一扫或添加(微信公
众号：j n l z z l)即可凭手机到活动
现场领取价值18元的礼品。

五五一一去去哪哪儿儿？？聊聊城城艺艺博博会会上上淘淘宝宝去去

本报聊城4月27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赵静) 4月26

日是全国疟疾日，记者了解到聊
城已经连续三年没有疟疾病例报
告，但今年2月中旬，一名从非洲
赤道几内亚务工归国的人员被确
诊为疟疾。

今年3月16日，济南市传染病
医院报告了1例疟疾病例。经调查
发现，该病例户籍为茌平县，患者
在家感觉身体不适后前往济南治
疗，并被确诊。聊城市疾控中心立
即通知茌平县疾控中心做好对病
例的调查、处置工作。

经调查，疾控专家了解到，患
者是在赤道几内亚务工归国的人
员，在当地感染了疟疾。茌平县疾
控中心在市疾控中心申领了免费
治疗药物，嘱咐患者按疗程规律
治疗，专家还对疫点进行了全面
消毒。

专家介绍，除了这名患者之
外，2010年-2014年，全市共报告
疟疾病例8例，均为境外输入的恶
性疟疾病例。为了防范疟疾，全市
各级医疗机构均常规开展不明原
因发热病人血检疟原虫工作，市、
县疾控中心每月开展血片抽查、
复检工作，以便通过监测，及时发
现疟疾感染者。

非洲感染疟疾

归国后被确诊

4月27日，由聊城市教育局联合齐鲁晚报推出的《聊城职业院校报考指南·特色巡礼》，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热切关注和热议，特别是对一些家有孩子正在上初中的市民来说，更是如获至宝。

本报记者 张跃峰

聊城职业教育发展，让不少市民叫好
《聊城职业院校报考指南·

特色巡礼》在4月27日推出后，
先随齐鲁晚报一同在聊城传递
到众多读者手中，让聊城市各
行各业的市民先睹为快。

拿到报纸后不少读者第一
时间都注意到《聊城职业院校
报考指南·特色巡礼》特刊，并
详细对各学校情况及特色专业
进行了逐一了解。据在西安交
大科技园经营一家以网络工程
为主营业务企业的任先生介
绍，他也是这几年乘着国家鼓

励创业的春风开办的企业，创
业这几年的过程深深感受到企
业员工拥有一技之长的重要
性。没想到聊城的职业教育发
展也一同起来了，应该说，前几
年的发展低谷让职业教育渐渐
在社会上失去了很多影响力。

“现在通过报道来看，聊城职业
教育发展的春天又回来了。”

为多个品牌家电负责售后
的市民陈先生则介绍说，从这
些年的招工经历来看，找一个
有娴熟技术的技术工人挺难。

“对我们这些企业来说，无论求
职者有多高的学历，都不一定
能胜任工作。”陈先生说，他们
之前招聘时主要考虑有没有从
业经历、是不是个“熟手”，招到
一个“趁手”的员工非常困难。
现在看来，以后再招人时只需
要按照《聊城职业院校报考指
南·特色巡礼》介绍的情况，到
开设有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去
招人就可以了。

对于陈先生的观点，中通
客车一位相关负责人感受得更

为深切。据其介绍，其实中通客
车现在已经跟聊城多个职业院
校都有合作了，企业的技术工
人主要都是来自这些职业院
校。经过在职业院校的系统培
训，这些拥有一技之长的毕业
生一般到企业后很快就能投入
工作。其实不仅是中通客车，还
有很多大型企业都属于这种情
况。“确实需要让社会更加全面
地了解聊城职业教育的发展情
况，其实选择职业院校发展空
间、选择空间会更大。”

职业院校要求加印，作为宣传品推广
自从得知聊城市教育局将

联合齐鲁晚报组织《聊城职业
院校报考指南·特色巡礼》的事
情，各职业院校都对这件事非
常期待，不仅精心准备了各自
的宣传资料，还在一直关注这
件事的进展。在4月27日《聊城
职业院校报考指南·特色巡礼》
推出的当天，随即有不少学校
致电本报工作人员，询问这份
特刊是否可以加印。

据一家职教中心学校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以前学校进行

招生宣传时，一般都是简单印
一些简单的招生简章或者做个
宣传片，宣传的对象也都是初
中学生。如果学生家长对职业
教育存在着偏见，这样的宣传
往往会收效甚微。如果再有一
些社会机构进行干扰的话，更
会影响广大初中毕业生选择时
的判断力。

此次由教育部门联合主流
媒体进行集中宣传，所推出的

《聊城职业院校报考指南·特色
巡礼》无论从可读性、权威性方

面来说，还是影响广泛性、公信
力来说都是无可比拟的。所以
说，学校打算借着这次的东风
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宣传推介的目的也不单单是今
年的春季招生，而是从职业教
育的发展大势上来进行宣传，
从根本上来改变社会近年来对
职业教育的偏见。

对于该职教中心相关负责
人的说法，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相关负责人深为赞同。据其介
绍，作为省属培养高技能人才和

职业院校实训教师的高等技工
院校，学校这些年虽然在招生方
面要比大多数职业院校好，但也
深为当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
视”所痛心，所以学校每年都会
在宣传职业教育方面花费很大
精力。其实，随着当前经济发展
步入新常态，社会对技能人才
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且从学校
众多毕业生这些年来的发展来
说，不仅一点不比普通高校的
毕业生差，甚至比普通高校的毕
业生发展得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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