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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打通“三关” 敞开中医药“活力之门”
本报文登7月31日讯(通讯

员 于丹丹) “痛则不通，通
则不痛”是中医学的理念，在文
登，这一理念在中医发展上显
示出了显著“疗效”。针对中医
药人才力量薄弱、中药质量参
差不齐、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痛
点，文登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
打通“医、药、产”三关，敞开了
中医药服务群众的“活力之
门”。

医生诊脉开方，自己抓药
煎药，多年的老传统在文登已
不复存在。如今，看病群众在家
坐等温乎的中药液送上门成为
常态。最近，市民颜世喜没多掏

一分钱，就惊喜地享受了一把
中药代煎配送服务。

贴心不仅有中药服务，还
有保障模式。文登将中药“嫁
接”互联网，探索建立中药集中
配送中心，依托区人民医院医
共体优势，药房线上平台与19
家基层、社区及城区二级医院
信息管理系统对接，提供“一对
多”中药集中服务，在全国首创

“线上平台支撑、线下集中运
行、服务全链条、城乡全覆盖”
的中药服务保障模式。

区人民医院院长王立宁
说，中药采购、存储、调剂、煎
制、配送等的全链条集中，有利

于统一监管，可以最大程度地
保证中药质量，让群众有好方
也有好药。

配送中心还与快递公司合
作，为群众免费送药上门，城区
配送到家、乡镇配送到点，目前
已服务群众2 . 6万名。此外，文
登在全区16处镇级医疗机构建
立了“国医堂”，安排专项人才
补助经费，聘请市级以及省级
以上的中医名家直通至各镇

“国医堂”，坐诊、培训、带教，每
镇每月至少1次。位于国家级卫
生镇张家产镇的“国医堂”，成
为深受当地百姓追捧的中医适
宜技术体验地。在这里，村民们

可以每人免费体验5次艾灸，还
可以免费领到由艾柱、指导书
和器械等组成的艾灸“礼包”。

张家产镇卫生院副院长邢
有振介绍，艾灸具有易操作、好
推广的特点。不仅在镇上设有
免费艾灸体验馆，各镇都设有
志愿推广队伍，村里出典型病
例，镇上出技术指导，疗效好的
病例他们上墙示教。

在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下，
全镇已有40多个村的近3000名
群众进行了免费体验，体验后
坚持艾灸者达81%。

区卫健局副局长于进池
说，推广中医适用技术，是他们

打造“健康小镇”“健康城市”的
基础环节。要让中医药走得更
远，关键还要打造产业链条，走
中医药事业与大健康产业相互
融通、互促共进之路，实现健康
惠民与产业兴旺双赢。

实现健康惠民与产业兴旺
双赢，文登以中医理念引领康
养产业发展，将中医药服务与
养老服务有机结合，鼓励社会
力量兴办具有中医特色的康养
机构，以医疗机构为主体投资
建设养老机构，在养老机构内
部设置医疗机构，探索形成形
式多样的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
模式。

慈善助学 爱心圆梦

问：今年高考特困新生申
请救助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
件？

答：救助的申报条件是：
我区参加2019年高考，被国内
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新生(不
包括被军校和部分师范类院
校等录取可以免交学费的新
生)，其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20%以下
或因特殊原因造成生活特别
困难的以及建档立卡的贫困
学生，可申请救助。

问：高考贫困新生的慈善
救助申请流程是怎样的？

答：申请具体流程为：一
是申请救助的学生填写《威海
市文登区慈善救助特困高考
新生申请表》，一式3份，报毕
业学校初审；二是村(居)、镇
(办)对申请人家庭情况进行
审查；三是各学校将拟救助学
生的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和
入学通知书复印件，报民政局
审批。民政局和教育局将组织
工作人员对拟救助学生家庭
情况进行入户调查。通过上述
三级审核程序后，可列入困难

学生救助范围。8月下旬将组
织救助金发放仪式，对特困高
考新生实施救助，救助工作结
束后，要通过新闻媒体、网站
等形式，对救助对象、救助金
额进行公示。

问：关于慈善助学的救助
标准是多少？救助对象具体有
哪些？用于慈善助学的资金又
来源于哪里？

答：救助标准为共分为四
档，第一档孤儿每人8000元；
第二档单亲及低保家庭子女
每人5000元；第三档本科生每
人4000元；第四档专科生每人
3000元。

具体救助对象包括以下
几种：

1、孤儿，在文登区民政局
社会科系统可查询；

2、低保家庭，必须有低保
证；

3、单亲家庭，必须是父母
一方因病或其他原因去世的
情形，父母离婚或者父母离婚
再婚均不属于；

4、家中有两个孩子，一是
有哥哥或者姐姐必须是在校

学生(大学生、在读研究生、博
士)，二是有弟弟或者妹妹的

情形；
5、家中一个孩子，但父母

一方有病，近几年享受大病救

助；
6、父母有残疾或者本人

有残疾的高考新生。

符合上述条件但属于机

关事业单位家庭，有消费性车

辆的家庭、学车的高考新生不

能给予救助。

用于慈善助学的救助资

金都是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捐款的慈善基金中列支的。

问：今年的慈善助学会按

照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救助

呢？

答：救助工作将遵循四项

原则：

一是属地救助原则。负责

文登区辖区内特困高考新生

的救助工作。

二是应助尽助原则。按照

应救助学生数量确定救助资

金总额，确保符合救助条件的

高考新生全部得到救助。

三是公开公平原则。要通
过村(居)公开栏、新闻媒体等
多种形式公示拟救助学生名
单，确保救助工作公开透明、
公正公平。

四是不重复救助原则。对
已接受其他机构或个人相应
数额救助的高考新生，不再纳
入慈善助学的救助范围。

问：今年的慈善助学在信
息公开方面是怎么安排的呢？

答：在今年慈善助学过程
中，我们做到申报、调查、结果
全公开。

一是申报公开。通过与教
育局一起召开各高中学校负
责人会议，传达今年特困高考
新生救助实施方案，并通过家
校网将相关信息发送到应届
高中毕业生家长手机上，符合

救助条件的高考新生可以领
取申请表进行填报申请。

二是调查过程公开。初步
提交的申请表由村(居)委会
和镇政府(办)审核同意并盖
章后上报到区慈善办；区慈善
办根据上报的申请表，和教育
局工作人员一起逐一入户核
查，对经入户核查通过后的家
庭形成拟救助名单。

三是结果公开。审核通过
的救助名单全部在报纸上进
行公示，以接受全社会的监
督。

各种政策、应公开的信息
全部在微博或政府信息公开
网站民政局版块公开，大家有
哪些意见建议都可以微博留
言或电话咨询，联系电话：
0631-8451468。

7月31日上午，慈善助学新闻发布会在文登区新闻中心举行，区民
政局党委委员、主任科员鞠荣广就今年的慈善助学总体情况进行了介
绍，并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慈善助学工程，先后出台了
许多助学扶困等救助政策，对困难学子实施救助主要目的就是确保每名
特困高考新生能顺利入学，圆他们的学业梦，将来学业有成，回报社
会。截至目前，已救助贫困大学生2256名，贫困中小学生3147名，发放
救助资金1081 . 62万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姜坤
通讯员 周媛媛 于一夫

情系家乡 圆梦文登

本报文登7月31日
讯(通讯员 崔丽萍)
7月31日，为了给用人
单位和大学生提供更
加便捷优质的服务，区
人 力 资 源 市 场 举 办
2019年毕业生大型专
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汇集
我区天润曲轴、迪沙药
业、威力工具、迈世腾
电子、宏安集团等60多
家单位提供涵盖国际
贸易、计算机、机械、电
子、化工、餐饮食品、生
物制药、新兴材料等岗
位一千多个。

据人力资源市场
统计，此次招聘会有

400多名毕业生进场求
职，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300余个，不同程度地
缓解了企业对人才的
需求以及毕业生的就
业需求。当天，区人力
资源市场还在会场设
立了毕业生就业创业
政策咨询窗口，并发放
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单
300多份。

区人力资源市场
将继续关注企业的用
人需求，每月最后一个
周三固定举办招聘活
动，招聘旺季会适时增
加举办场次，发挥好人
力资源市场的桥梁纽
带作用。

--区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招聘会现场。
通讯员 宫璎珊 摄影报道

督灸疗法缓解“亚健康”

本报文登7月31日讯(通讯员 韩晓红) 环山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颈肩腰腿疼大力推广中医创新性发展，先
后在针刀松解术、膝关节冲洗术、液体刀疗法等微创技
术上，开展雷火灸、八卦灸、脐灸、麦粒灸、吹灸、热敏灸
等灸疗技术。近期又引进督灸疗法，让现代社会所提倡
的“治未病”的保健养生思想更深入人心。

督灸是在人体的脊柱上(中医所说的督脉的脊柱段
上)施以隔物艾灸的一种特色中医外治法，它的治病作
用是多方面的，也是镇痛药物所不及的。涵括了经络、腧
穴、药物、艾灸、发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优势，直对病所
以火攻之，充分发挥了经络、腧穴、艾灸、药物及发泡的
综合治疗作用，具有益肾通督、温阳散寒、壮骨透肌、破
瘀散结、通痹止痛的功效。现代社会由于人们长期工作
劳累，熬夜，饮食上吃太多凉性的食物等，这些都大大消
耗了人体生存所需最基本的----阳气。所以人们才会感
到身体越来越疲惫，精神越来越消沉，工作没有激情，这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状态。

通过督灸这种物理性的治疗措施，不仅可以起到改
善症状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预防与保健的作用.督灸疗
法一般20—30天治疗一次，治疗3次为1个疗程，一般需
要连续治疗1—3个疗程。由于其治疗时间比较灵活，不
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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