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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送退休教师 情暖冬日校园
荣成市第二十中学 肖卫刚

近日，荣成市第二
十中学在国旗下举行
了隆重的老教师光荣
退休欢送会。

副校长李尚龙主
持的本次会议，并代表
全校师生表达了对退
休教师谭金福的崇高
敬意和祝愿，感谢谭老
师把自己的青春年华
献给了教育事业，高度
赞扬了他多年来踏实、
默默奉献的工作作风
和工作态度，衷心祝贺
他光荣退休，并祝愿退
休 生 活 幸 福 美 满 。同
时，还殷切地期望他能

常回“家”看看，为学校
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谭老师说，几十年
教育生涯，见证了学校
一步步的发展，感到非
常的自豪；几十年的朝
夕相处，感受了学校大
家庭的温暖，感到非常
的幸福。要退休了，非常
的留恋和不舍。谭老师
表示虽然退休了，只要
学校需要，一定为学校
的发展发挥余热。

最后，校长孙胜波为
谭老师颁发了“光荣退休”
的荣誉证书和鲜花，并与
谭老师合影留念。

荣成市虎山镇中心完小积极开
展“119消防安全专题教育”活动
荣成市虎山镇中心完小 孙兰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
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
防自救能力，在119消防宣
传日来临之际，虎山镇中
心完小积极响应市教育
局的号召，组织开展了主
题为“生命至上，平安和
谐”的消防安全教育和宣
传活动，旨在使全校师生
人人了解、掌握必备的消
防知识和技能。

从11月9日起，学校通
过班级晨会、校园黑板报
等平台宣传有关“消防”知
识，及时让学校师生了解
火灾的危害，懂得怎样去

预防。同时，学校安全领导
小组还对学校各区域进行
了消防安全大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

11月17日下午，学校
通过校园直播系统，向全
校师生播放 “119”消防
安全教育专题片 (学校
版)，结合小学生年龄特
点，着重向同学们介绍了
一些基本的防火、灭火、
逃生自救、交通安全等常
识，并通过列举大量的实
例向同学们讲解防火自
救的重要性。同学们认真
观看视频，获益良多。

小观镇卫生院开展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为推动精准扶贫工作
深入开展，文登区小观镇
卫生院将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与精准扶贫有效结
合。近日，小观镇卫生院
第八签约家庭医生团队
来到郐家村为因病致贫
人口进行了健康扶贫义诊
活动。家庭医生团队的医
务人员为前来应诊的村
民量血压、身高体重；测
量血型、血糖,详细询问
村民病史、了解病情、制

定分类诊治方案，还耐心
细致地就村民咨询的健
康疾病问题进行详细讲
解 ,对村民们的日常保
健、常见病、多发病的预
防和常用药服用等方面
进行指导，帮助村民掌
握基本的健康保健知识
和技能。同时向广大村
民宣传“八个一”工程、

“两免两减半”和“先诊疗
后付费”等便民惠民政策。

(于华丹)

宋村中心卫生院积极开展中小学生查体工作

为掌握中小学生身
体健康状况，近日，宋村
中心卫生院组织医护人
员为辖区内中小学生进
行健康查体活动，同时
进行了居民健康档案复
核工作。宋村中心卫生
院与各学校负责人取得
联系，统一发放《中小学
健康体检用表》，医院成
立由临床医生、护士、检
验、公共卫生人员组成

的学生健康查体小组，
携带查体设备，深入中
小学校，对在校学生进
行身高、体重、胸围、血
压、内科、眼科、口腔、耳
鼻喉等十多个项目的检
查。在查体的同时为每
名学生建立健康档案，
将其作为健康干预的基
础材料，做到及早发现
疾病，矫正生理缺陷。

(杨卫)

威威海海居居民民健健康康素素养养总总体体水水平平偏偏低低
威海市健康城市建设规划(2017-2020年)》发布

本报威海12月4日讯(记者
林丹丹) 4日，威海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
《威海市健康城市建设规划
(2017-2020年)》(以下简称《规
划》)的相关情况。目前，威海居
民健康素养总体水平偏低，仅
为12 . 2%，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不均衡现象明显。

市卫计委副主任孙建新介

绍，《规划》分为规划背景、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与规划目标、主
要任务、保障措施等四章十二
节。其中，由于目前国家健康城
市的评价指标体系还在修订
中，借鉴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容，
根据《关于建设健康城市的意
见》，反复与有关部门协调，市
卫计委制定了25项具体指标，
包括健康环境指标9项、健康服

务指标3项、健康人群指标5项、
健康社会指标2项、健康文化指
标1项、市民满意度指标5项，待
国家评价体系出台后再进一步
调整完善。

《规划》中明确包括六方
面，分别为改善健康环境、培育
健康人群、优化健康服务、构建
健康社会、营造健康文化、发展
健康产业。另外，在当天发布会

上，市卫计委副主任孙建新说，
今年，威海编纂了(《威海市居
民健康读本》以下简称《健康读
本》)，近日，威海相关部门将发
放到全市每户户籍居民，12月
10日前发放到位。

今年5月至6月，威海开展
了2017年居民健康素养和烟草
流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威海居民健康素养总体水平偏

低，仅为12 . 2%，威海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不均衡现象明显，居
民基本知识与理念素养水平相
对较高，但健康技能水平较低。
今后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工
作，威海不仅注重健康知识传
播，更要注重培养市民掌握一
定的健康基本技能，威海将不
断探索形成健康行为和生活方
式的干预方法和技术。

西霞口高龄猎豹“塔卡”接受微创手术
本报威海12月4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宋伟) 西霞口动物园的
老猎豹“塔卡”近日排便困难，西霞口
动物园兽医联合天津检测机构为塔
卡“断病”，经多次会诊，排除起初的肿
瘤诊断，确认为囊肿，并帮它治愈。

11年前，2岁的猎豹“塔卡”来到西
霞口神雕山野生动物园，如今塔卡已
13岁。按照猎豹平均寿命15年来算，塔
卡已相当于人的70岁了。

如同人的年老体衰，动物们也不
例外。虽然动物们不会说话，但饲养员
靠慧眼和细心“诊断”动物们的病情。
11月底，“塔卡”排便异常，据饲养员田
吉钰介绍，一般情况下，塔卡一天排便
一次，偶尔两天一次，但前些日子，“塔
卡”却只抬屁股不排便。田吉钰联系了
园区兽医孟庆甲，孟兽医采集了“塔
卡”的血样和尿样，发现无异常。随后，
对“塔卡”进行麻醉，为其进行DR和B
超检查。

检查发现，“塔卡”的粪便全堵在
肠道，无法正常排出体外的原因是位

于阴道的一个类球形物体，初步诊断
是肿瘤。从“塔卡”臀部可直接摸到这
个硬硬的球状物。因位置比较特殊，如
果直接手术切除的话，“塔卡”术后恢
复风险比较高。权衡利弊，兽医做出了
保守治疗决定，先通过灌肠协助“塔
卡”排便，然后将采集的球状物样本切
片送至天津的检测机构，获得准确的
结果。

进行两天的保守治疗后，“塔卡”
情况恶化，开始拒绝进食。园区只能尽
快为“塔卡”安排手术。

近日，“塔卡”再次上手术台，取积
便很顺利，兽医为保证术后伤口不裂
开，进行了多次缝合。就在兽医反复确
认肿瘤位置及状态，犹豫要不要从腹部
开刀手术的时候，经过多次高渗盐水冲
洗，“塔卡”的“肿瘤”居然奇迹般变小。

为确认疑点，兽医决定暂缓腹部
开刀，继续用高渗盐水冲洗，结果发现

“肿瘤”不断减小。由此确诊卡在“塔
卡”阴道的并不是肿瘤而是囊肿，也就
是说“塔卡”不用进行切除手术，通过

输液等消炎处理就可以治愈。
虽然术后三天不得进水进食，只

能输液补充营养，但“塔卡”的精神状
态不错。

12月1日，工作人员通过针管喷射
帮助“塔卡”饮水；

12月2日，“塔卡”开始进食。饲养
员田吉钰将和其他工作人员轮流24小
时陪护观察，确保第一时间把握“塔
卡”情况，助其顺利康复。

11月27日，术后的猎豹穿上了
网格状病服，带上头罩以避免舔舐
伤口。

竹岛街道免费为困难居民体检

本报12月4日讯(通
讯员 于冰洁) 为保
障辖区内低保和重度
残疾人等困难居民得
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让
他们感受到“病有所
医、困有所扶”，近日，
竹岛街道办事处开展
了低保和重度残疾人
等困难群众免费查体
活动。

今年免费查体活

动自11月17日启动，居
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到竹岛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查体或由
医护人员上门查体。体
检包含血压血脂血糖、
彩超、心电图、生化五
项等十余项。目前，竹
岛街道办有67名低保
人员和重度残疾人完
成查体，其中3名是上
门查体。

前前十十月月威威海海艾艾滋滋病病例例同同期期增增长长1155%%
以青年男性为主，20-30岁约占40%；全市已建成艾滋病筛查实验室27家

本报威海12月4日讯(记者 李
孟霏 陈乃彰 通讯员 李继钊)
12月1日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

日”。记者从威海市疾控中心了解
到，目前，威海市1-10月的艾滋病
病例呈上升趋势，同比去年增长
15%。

从2017年威海1-10月的报告情
况看，艾滋病例呈以下特点：报告
数仍呈明显上升势头，1-10月病例

数比2016年同期增长15%。病例广

泛分布于各区市，但环翠区较多、

流动人口病例较多，均占60%以上。

病例发现途径多样，检测咨询比

例较大，约占50%。病例仍以青年男

性为主。20-30岁约占40%，男女之

比约为14:1，职业呈多样化，但商业

服务、家务待业比例较高，均占20%
左右。性传播病例占99%，其中同
性传播占73%、异性传播占26%。病
例晚发现比例较高。

为应对该情况，威海已建成

艾滋病筛查实验室27家，2016年
下半年建成艾滋病确证实验室。
目前，威海市的艾滋病仍处于低
流行状态，但防治形势依然严
峻，尚有一定数量的感染者和病

人未被发现。
威海已建成艾滋病筛查实验

室27家，覆盖各级疾控中心、中心
血站、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及妇幼
保健机构；在所有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中心建立了艾滋病快速
检测点86家；2017年威海市疾控中
心投资建成的艾滋病确证实验室
正式运行，全市年度检测各类人
群近30万人次。

2017年威海市艾滋病检测机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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