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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4月15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褚良真) 4
月14日上午，来自济宁市多家医
院的16名输血科负责人来到市
中心血站，在进行体检登记后，
撸起袖子尽己所能的参加无偿
献血活动。身体力行地为无偿献
血事业助力加油，用实际行动践
行热血逆行的无私奉献精神。

“看到过患者等待用血时的

无助与痛苦，也见过许多因为及
时治疗而被挽回的生命，我想能
用这样的方式帮到他们，这也是
我们应该做的。”当日，在济宁市
中心血站采血室内，张诒勋正进
行成分血采集。他既是市第一人
民医院输血科工作人员，也是坚
持定期参与无偿献血的“献血达
人”，此次已是他第25次撸袖献
爱心。张诒勋坦言，一名血液病
患者每天治疗就要使用两到三
个治疗量的成分血，这次他又献
了两个治疗量的成分血。“只要
身体合格，我就会一直参与无偿
献血活动，并带动身边人一起为

无偿献血事业做贡献！”
对于同样参与此次活动的

曲阜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杨本勤来说，当天还是他的47
岁生日。“我从上学时就开始参
与献血，不过之前都是全血，生
日正好碰到了人生第一次捐献
成分血，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
事。”杨本勤表示。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由多家
医院输血科负责人自发组织参
与，活动发起人之一的泗水县
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王一介
绍，血液是不可替代的稀缺医
疗资源，是抢救失血患者和危

重症患者的重要条件，成天和
血“打交道”的他们对血液的重
要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无
偿献血同样有浓厚的情结。在
他提出该想法以后，得到了众
多医院同行们的支持。“我是6
点从泗水出发，有的同仁比我
出发的更早，待会结束后还要
第一时间赶回工作岗位。”王一
表示，作为医务工作者，他们也
希望能够身体力行地成为无偿
献血的表率，让更多人知道科
学献血无损身体健康。

济宁市中心血站血源管理
科科长张元欣表示，在得知这些
输血科负责人想要“组团献血”
后，血站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16位前来献血的输血科负责人
中有15人成功参与献血，共捐献
400ml全血以及18个治疗量的成
分血。“我们非常感谢这些‘血液
人’的无私奉献，同时也呼吁更
多身体条件允许的人加入到无
偿献血的队伍中，这不仅有利于
自己的身体健康，还能为守护生
命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济宁4月15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王倩 周

荣亮) 4月12日，由济宁市总
工会、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的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我
是状元”临床药物治疗实践技
能竞赛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东院区成功举办，来自市直属
和各县市区的17支代表队参加
比赛。

微山县人民医院郝海霞、
上官现忠、周荣亮、宋鹏征4位
参赛选手积极准备，沉着应战，
以总分第四名喜获团体二等
奖。郝海霞在68名优秀药师中
脱颖而出，以笔试第8名的优异
成绩进入总决赛，荣获个人优
秀奖。

微山县人民医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参加本次临
床药物治疗实践技能竞赛，
不仅展现了该院药师队伍良
好的精神风貌和专业技术水
平，对于提高该院药师临床
思维能力、临床合理用药水

平、确保群众用药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据了解，此前微山县卫生
健康系统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呼吸系统疾病等项目专业技能
竞赛，以全面提高全县医疗卫
生行业规范化水平，大力弘扬
抗疫精神、传承劳模精神和工
匠精神，推动卫生健康系统高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在微山县
范围内持续营造“学技术、练技
能、争先进、创一流”的比、学、
赶、超学术氛围，培养选树出一
批专业技能“能手”和“行业状
元”。

本报济宁 4月 1 5日讯 (记
者 郭纪轩 通讯员 何双
胜) 4月11日，任城区妇幼保
健院预防接种办公室为阜桥
街道辖区学校教职工免费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提高教育系
统新冠病毒免疫力，助力筑牢
校园免疫屏障。

接种现场，教职工们按照
疫苗接种程序要求，有序进行
信息登记、填写新冠病毒灭活
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开接种

单、接种疫苗、医学留观等。
接种疫苗后，医护人员耐心为
接种教师讲解接种期的注意
事项。此次共为200余名阜桥
街道辖区学校教职工接种了
新冠病毒疫苗，为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奠定了基础。

“学校是疫情防控的重
点，关乎孩子们和教职工的
健 康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接 种 ，
学 校 的 教 师 是 重 点 人 群 之
一 ，确 保 学 校 的 安 全 ，我 们

义 不 容 辞 。”任 城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预 防 接 种 办 公 室 主 任
单冬梅说。

据了解，根据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有关要求，从3月
2 6日起，任城区妇幼保健院
就向全社会下达了《关于全面
开展各类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工作的通知》，辖区年龄在18
- 5 9周岁的市民均可携带身
份证到医院接种点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

本报济宁4月15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马希鹏 )

近日，济宁市疾控中心牵头

组织召开了艾滋病治疗药品管

理移交工作协调会。市卫生健

康委、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相关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明确了各单位主体责

任，要求各单位要尽快成立移

交工作组，建立健全工作制度

和流程，抓好人员培训，落实全

流程闭环管理，实现无缝对接，

确保艾滋病药品管理工作平稳

移交。

据悉，艾滋病药品管理工

作移交至医疗机构，将会为济

宁市艾滋病感染者、患者提供

更高质量、更为规范的艾滋病

诊疗服务，实现全市艾滋病抗

病毒治疗患者的咨询、诊治、随

访、药物发放、信息上报等均由

定点医院负责的“一站式服务”

管理模式。此次药品管理移交

工作，标志着济宁市艾滋病抗

病毒治疗工作开启了新局面，

为今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

有效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本报济宁4月15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许俊 邵

起) 日前，汶上县次邱卫生院

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信息系

统操作流程SOP培训。

培训会上，次邱卫生院计

免科主任孙海凤就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信息化方案进行讲

解，并从标准化操作流程入

手，详细讲解了受种者登记、

现场接种处理和接种数据上

传等操作流程，对实际操作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现场

解答，进一步提升接种工作人

员信息化接种水平，实现接种

数据的精准上传和接种疫苗

的可追溯管理。

次邱卫生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新冠

肺炎疫情的有效手段，接种人

员责任重大，要全力以赴做好

疫苗接种各环节工作，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审慎稳妥

有序推进接种工作，严格落实

“三查七对一验证”工作，保障

接种安全，保证接种服务质量，

加快形成免疫屏障，守牢疫情

防控底线。

本报济宁4月15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王良身)
4月12日下午，汶上县苑庄卫

生院组织医院全体职工观看
了生态环境安全警示教育片。

会后，苑庄卫生院副院长
王良身表示，组织观看警示片
是有效防范生态环境突发事
件的重要举措，要深刻认识危
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的重要
性，坚持底线思维，保持警钟
长鸣。根据视频中反映出的问

题，要求各科室产生危废情况
会后立即自查、整改，重点排
查医疗废物处置及污水处理
存在的问题。落实责任，加强
危险废物管理。加强自身学
习，提升自身危废管理水平。

据悉，开展此次培训旨在
使全院职工高度重视对危险
废物的收集和处置问题，深入
进行自查自纠，吸取各类突发
环境事故教训，有效防范和化
解环境风险隐患。

为生命接力，撸起袖子传递爱
济宁市16名医院输血科负责人自发组织参与无偿献血

全市“我是状元”技能竞赛开赛
微山县人民医院获临床药物治疗实践技能竞赛团体二等奖

应接尽接，全力筑牢校园免疫屏障
阜桥街道辖区教职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推进艾滋药品管理移交

济宁市召开工作协调会

提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能力

次邱卫生院开展SOP培训

防范环境突发事件

提高环境安全意识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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