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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岛“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落地
3000余千名流动儿童将受益

卫健局推进“健康心晴”心理服务品牌建设
通讯员 李甜

在“舒心荣成”建设工作
中，市卫生健康局以打造“健
康心晴”服务品牌为核心，着
力健全体系、培养队伍、开展
活动，推动系统心理服务工作
扎实开展。

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
工作开展

成立卫生健康系统社会
心理服务领导小组，由局长任
组长，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
35处医疗卫生单位主要负责
人为成员，统筹推进工作开
展。制定并下发《关于在全系
统开展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工
作的通知》，细化目标，分解任

务，制定台账，倒排工期，组织
各医疗单位抓好落实。将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年度
重点工作，列入对各医疗机构
目标责任制考核，每月调度督
导，定期暗访检查，确保工作
进度。截至目前，已召开3次专
题调度会议、1次现场观摩推
进会议，各项工作稳步开展。

科学规划设计，健全心理
服务体系

根据荣成市医疗机构特
点，从顶层设计出发，规划了
以市康宁医院为主体、市级医
疗机构为补充、基层医疗机构
为网格、全系统共同参与的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思路，并
认真推进落实。目前，市康宁
医院已设立心理咨询与治疗
门诊，设置普通咨询诊室、专
用心理治疗室、心理测量室等
科室，投入20余万元配备心理
测量系统、心理挂件、沙盘治
疗仪、声录系统等设备，开通
心理咨询热线(0631-7605013)，
开展居民心理咨询与治疗服
务。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
院心理咨询室已开诊。部分基
层医疗机构已开设心理咨询
室，面向群众提供咨询服务。

统筹各方力量，创新心理
服务活动

将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
卫生健康工作有机结合，创
新推出四项活动：一是教育
培训活动。以精神卫生工作
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机关干
部等群体为重点，采取举办
专题讲座、开展公益活动、组
织网络考试等方式，先后开
展大型培训教育活动5场次，
参加人员 1 2 0 0多人次，有效
提升了相关群体的心理服务
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二是
志愿服务活动。组织 2 0名骨
干医务人员加入“心旅阳光”
志愿服务队，组织 5 0名精神
卫 生 专 兼 职 医 务 人 员 成 立

“健康心晴”志愿服务队，累
计开展健康宣教及志愿活动
60余场次，受益群众达2000多
人次。三是集中宣传活动。组
织 3 0多个医疗卫生单位，通
过巡回宣讲、单位宣讲、志愿
服务、公益广告等形式，开展

“舒心荣成”百日集中宣传活
动 1 3场次，发放资料 3 0 0 0余
份。四是健康管理活动。组织
市级医院，在干部职工健康
体检中加入心理状况监测评
估项目，及时给予健康提醒
和健康指导。目前已为 2 0 0 0
多名干部职工提供了心理健
康监测评估服务。

本报荣成9月9日讯 (通讯
员 石宣)日前，在石岛芬芳社
工中心创办人刘艳芬、全体芬
芳社工志愿者和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下，石岛“壹乐园·儿童
服务站”项目正式落地，届时
将为周边3000多名流动儿童提
供课外游戏活动、安全卫生教
育等服务。

前不久，石岛芬芳社工中
心创办人刘艳芬应邀参加在
济南举行的2019年中国好公益
平台山东路演暨第二届“慈善
山东”公益大会。作为“中国好
人”、“全省关心下一代先进个
人”且长期从事儿童志愿服务
的刘艳芬来说，她十分珍惜这
次机会，希望争取到慈善基金
来支持和服务于荣成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凭借多年热心儿
童志愿服务的工作经历，刘艳
芬感觉壹基金的“壹乐园”儿

童服务站项目，可以帮助荣成
的外来务工子女及留守儿童。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是
以儿童发展和保护为核心，通
过支持各地公益组织在乡村
社区、城乡结合社区及灾后地
区建立安全友好的儿童活动
空间，并通过学校和家庭之外
的结构化课程和参与式活动，
为乡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
童和受灾害影响的儿童提供
课外游戏活动、安全卫生教育
和社会心理支持等服务，缓解
社区儿童面临的各类问题，搭
建社区儿童服务平台，保障儿
童基本权利，助力儿童身心发
展。

这个项目今年准备在山
东省落地的站点，主体方向是
针对内陆贫困地区留守儿童
建立的项目。当场，刘艳芬就
提出合作意向，并及时递交了

项目申报请示，但遭到拒绝，
原因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站
点，没有先例。”

然而刘艳芬手头掌握的
情况，让她争取项目落地的心
情十分强烈。荣成作为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留守儿童不多，
但是外来人口数量达19万多
人，形成大量的流动儿童。据
公开数据显示，2017至2018年
度，荣成外来务工子女15199
名 ，占 全 市 学 生 总 数 的
33 . 43%，且有递增态势。石岛7
所中小学校比例高于全市平
均比率，达40%，部分学校超过
50%。以石岛斥山街道为例，外
来务工人员近3万人，第二十
三中学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
已超过本地学生数量。由于这
些孩子父母工作随海上渔汛
而定，时间不稳定，家庭照顾
不周，许多孩子从流动儿童变

成了异地“再留守”状态，由此
引起的安全意外时有发生，因
陪伴缺失导致的心理健康问
题也很普遍。

一颗一切为了孩子的心
让刘艳芬没有放弃，她多次与
基金会项目负责人进行沟通，
用上述充分的调查数据来说
明荣成社会的迫切需求。最
终，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表示
研究一下是否破例，但有个前
提必须要有充足的活动场所。

为了寻找充足的活动场
所，刘艳芬跑上跑下，跑前跑
后。可喜的是，这一项目得到
了石岛管理区、斥山街道、团
市委、民政局的大力支持。斥
山街道为该公益项目提供了
无偿使用面积近300平方米的
场地，供放学或双休日“散养”
的孩子们开展活动。

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

在全体芬芳社工志愿者的努
力下，这个项目被壹基金会落
锤敲定。至此，石岛“壹乐园·
儿童服务站”成为在山东省唯
一“扩招”为流动儿童服务的
第11个壹乐园项目。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活动
室装修，装修材料由壹基金会
提供，壹基金会每年将为石岛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提供6
万元活动经费，腾讯公益在99
公益日给予随机配捐，省慈善
总会为石岛社工中心37名骨
干成员提供百种重大疾病保
险的配捐。

石岛“壹乐园·儿童服务
站”将于11月份立项签署全国
枢纽协议，采购物资布置儿童
服务站；寒假开始常规活动、
主题活动、特色活动。预计将
使周边的3000多名少年儿童受
益。

铺平上学路
日前，荣成市三十七中路面硬化

工作启动，这是东山街道在民生保
障、教育投入等方面的有力作为。硬
化后的道路可以更好地保证学生们
的出行安全，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通讯员 初林林 摄

速读
为推动健康扶贫工作深入

开展，解决贫困村群众就医难
问题，荣成市人民医院启动贫
困村巡回义诊活动，组织专家
团队联合上庄中心卫生院、夏
庄镇卫生院两家医共体分院，
深入17个贫困村开展免费送医
大型义诊活动。

通讯员 王伟伟
为不断提升、巩固职工政

治素质和理论素养，日前，荣
成市中医院分两个批次组织
全院针推系统、医技系统、行
政职能科室、内外科系统共80
余名职工代表，进行了2019年
以来所有周五集中学习的内

容测试。荣成市中医院自2016
年起即面对全院职工开展了
周五集中学习，目前，该项工
作已成为医院的一项常态化
政治学。

通讯员 张灵敏
为了强化监测医疗机构重

点部门手卫生依从性，减少医
院感染发生率，荣成市中医院
感控办在血透室、骨伤科、肺病
科、重症监护室4个重点监测科
室中，集中进行洗手正确与否
的监测及注意事项培训。培训
结束后，将每天对科室医护人
员实施手卫生时时监测，提升
医院手卫生合格率，最大限度

降低院感发生率。
通讯员 王金玲

近日，崂山街道卫生院在开
学季对辖区新生5000余名大学新
生进行了结核菌素试验。

通讯员 许云梅
为推动全市医共体建设工

作，不断完善城乡医疗服务体
系，近日，荣成市人民医院启动

“医共体人才池”人员管理和培
养工作，对11家医共体单位的32
名新录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
行集中培训。

通讯员 王伟伟
荣成市人民医院儿科秉承

“建有温度的科室，做有情怀的

医者”服务理念，在儿科门诊推
行标准化儿童哮喘管理模式，
并于2019年初设立儿童哮喘门
诊，填补了荣成市无规范化儿
童哮喘门诊这一空白，为哮喘
患儿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医疗
服务，解决了患儿家庭外出求
医不便、延误病情等问题。

通讯员 王伟伟
为扎实推进“舒心荣成”建

设，市卫生健康局以打造“健康
心晴”服务品牌为核心，在全系
统开展“舒心荣成·健康心晴”百
日集中宣传活动。

通讯员 李甜
为促进威海市中医儿科事

业的发展，传承中医药文化，9月
5日，“威海市中医药学会中医儿
科专业委员会选举成立大会暨
中医推拿和中医儿科质控中心
成立大会”在荣成市中医院召
开。

通讯员 宋晓方
为做好建国70周年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市人民医院多次
召开工作部署会议，落实各项
安全保障措施。9月3日，市人民
医院院长郭光远、副院长曲静、
总支委员姜波带领相关科室负
责人，深入全院进行了一次安
全生产大检查活动。

通讯员 邹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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