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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中医院开展专项攻坚提升年活动

一粒瓜子在鼻腔生事十余年

医生妙手除异物

近日，一名“巨大”鼻腔异物
继发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患者，
在荣成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接受了鼻内镜手术治疗，解除了
10余年鼻腔堵塞症状。

患者为3 9岁女性，因“右侧
鼻塞、流涕10余年”来院就诊。就
诊时，患者右侧鼻腔已完全阻塞
并有持续性头痛、头昏症状。经
详细的听诊问诊后，接诊医师安
排患者行鼻窦CT检查，经完善
的术前检查，5 月 2 5 日，王坤主
任、李静副主任为患者施行了全
麻鼻内镜下右侧鼻腔异物取出+
右侧筛、上颌窦开放术。患者于

一周后顺利康复出院。
鼻腔异物是指鼻腔中存在

外来的物质，小儿患者多见，也
是耳鼻咽喉科较常见的急症。异
物分三大类：非生物类异物，如
纽扣、橡皮泥、纸卷等；植物类异
物，如花生、豆类、果核等；动物
类异物，如昆虫、水蛭等。鼻腔异
物发生后不要盲目用手扣挠，以
免造成异物进入更深，孩子哭闹
深呼吸时还有可能将异物吸入
气管，造成气管异物窒息。因此，
家长若发现有异物进入孩子鼻
腔，要尽量安抚孩子情绪，并尽
快带到耳鼻咽喉科就诊。(李煜 )

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
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到包扶村开展志愿活动 带电作业促进配农网建设提速

6月15日，国网荣成市供
电公司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
到定点包扶村滕家镇单家村
开展扶贫攻坚志愿活动。

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供电
服务人员与单家村两委、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就公司彩
虹炫彩共产党员服务队志愿服
务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开展情
况进行了交流。单家村党支部
书记邹本友对供电公司近年来
扶贫帮扶工作表示感谢。他表
示，“供电公司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党委负责同志多次带队
前来慰问，多渠道的为我们村
集体提高创收机遇，从根本上
改变落后现状，充分践行了

“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
体现了电力与人民群众的雨
水深情。”

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彩
虹炫彩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
与村志愿者一起进行了入户
走访，为32户贫困户及老党
员送去慰问品。在贫困户家
中，服务队员们了解贫困户
生活状况，听取他们对供电
服务和脱贫攻坚的意见和建
议，并对用户家中的用电安
全进行检查，及时排除安全
隐患。在对西洋参种植户走
访中，服务队员们建立了电
力设备健康档案，咨询了西
洋参的收获时间，准备在参
农们每年最忙的生产加工期
间，成立应急党员服务队，为
他们量身定制专项供电方
案，提供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化服务，科学核算用电负荷，
掌握用电需求，以最简流程、

最优方案、最快速度，帮助新
上空气能热泵烘干机等节能
设备，助力西洋参企业高速
迈进产品深加工生产中，强
农富农，助力乡村振兴。

电力是经济建设的“先行
官”，是精准扶贫的助推器。去
年，供电公司扶贫捐赠项目，
为该村增上了一座扶贫光伏
电站，装机容量22千瓦，预计
每年可产生净收益3万余元。
今年以来，供电公司始终坚持

“脱贫攻坚，电力先行”原则，
先后投资了26万余元，对单家
村中高低压线路进行了改造，
进一步优化该区域的网架结
构，大幅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和
服务水平，为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提供了坚强电力保障。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
官之年。下一步，国网荣成市
供电公司将继续统筹推进电
力扶贫实践活动，狠抓工作
落实，在精准实施扶贫村电
网改造升级工程、高效完成
光伏扶贫项目配套服务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党建工作优
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
贡献。 (王录刚)

6月15日上午，国网
荣成市供电公司带电作
业 人 员 在 3 4 度 的 高 温
下，为 1 0千伏古楼线实
施配电线路设备局部绝
缘化工作，助力配农网
升级改造工程的顺利实
施，确保夏季用电高峰
来临前线路设备安全稳
定运行。

2 0 2 0年，国网荣成
市供电公司配农网建设

任务点多面广、任务重，
为确保电网平稳迎峰度
夏，国网荣成市供电公
司每月组织运检专业、
属地供电所多次对月度
停电计划进行评审，及
时主动沟通施工单位优
化现场作业方案，从安
全管控、设备运维、带电
参与、负荷转带等方面
入手，制定协同施工计
划 ，压 减 停 电 范 围 、数

量，坚持“能带不停”原
则，尽可能避免出现停
电时间过长等情况的发
生。

为提高建设速度，
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严
格执行“任务不减、进度
不减、要求不减”的工作
要求，在严把供电可靠
性的基础上，紧盯重要
工程项目，同推进、共落
实，全力推动农配网工
程加速进行。在施工作
业过程中，结合工作实
际，加大带电作业参与、
负荷转移，适时加装临
时 分 段 设 备 等 统 筹 考
虑，力争停电范围、时长
与施工工程量、人员承
载力相匹配。

下一步，国网荣成市
供电公司将持续加大带
电作业对配农网工程建
设的支撑力度，助力配农
网工程优质高效地完成
建设任务，为迎峰度夏期
间广大电力客户安全平
稳用电提供保障。

(王录刚)

6月2日，荣成市中医院“修
医德 正医风 精医技 全面
开展专项攻坚提升年活动”启
动,院党委书记房建壮主持，全
院100多名中层干部参加。

会上，房建壮书记传达了
市卫生健康局领导在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院广
大干部职工要深入领会精神，
在上半年我院开展的创建“患
者感动医院”活动的基础上，
对照总结，继续创新;要立即行
动起来，全面开展此次专项攻
坚提升年活动 ;要真抓实干见

实效，以修医德、正医风、精医
技为主线，进一步规范医务人
员行为、提升医疗技术水平、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努力打造
一支有担当、有作为的高效医
疗服务团队。

(王金玲 姜斐)

荣成市中医院党委开展六月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6月10日，荣成市中医院
各支部开展了以“坚决打赢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山东战
役’收官战”为主题的主题党
日活动。各支部组织党员深
入 学 习 了 中 央 政 法 委 秘 书
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
接受专访有关内容，号召全
体党员要高度重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深刻认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切实

增 强 责 任 感 、使 命 感 、紧 迫
感，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

六月份是“宗教政策法
规宣传月”，为进一步强化党
员理想信念教育，端正意识
形态认识，永葆共产党人的
本色，中医院党委利用主题
党日活动，认真组织各支部
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 )》等政

策法规。通过原原本本读条
例、学条例，真正弄懂吃透宗
教政策法规知识，切实提升
理论水平。《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侧》明
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准信仰
宗教，这是党的一项严肃的
政治纪律。会上，全体党员认
真阅读并签订了《党员不信
仰宗教承诺书》。

(王金玲 于佳佳 )

荣成市人民医院“眼科”品牌越擦越亮
多年来，荣成市人民医院

眼科在荣成白内障诊疗领域
创造多个之最：开展白内障复
明手术最早、全市白内障手术
数量最多的医院；医院大力开
展白内障日间手术、推行定额
结算，有效减少了患者的住院
时间，避免交叉感染，降低患
者住院费用，优惠力度最大。
同时，荣成市人民医院也是全
市第一个引进白内障手术专
家的医院，现每年完成的白内
障手术1000余例。

医院联合北大医院在荣
成市成立首家视光中心，也是
荣成市唯一一家中西医结合

的近视防控中心，为近视患者
提供咨询、防控指导、免费验
光、医学配镜、角膜塑形镜的
验配等服务。中心和教育部门
合作，对所有近视患者实行网
格化管理，有效控制青少年近
视的过快增长。医院眼科主任
薛宪华及北大医院专家均为
斜视、弱视治疗方面的专家，
成功治愈2000余名斜视、弱视
患者。

为确保糖尿病眼底病得
到更加专业、有效的治疗，医
院与烟台毓璜顶医院合作，成
立眼底病治疗荣成分部。斥资
4 0 0万元引进先进的诊疗设

备，每年为近千名患者进行眼
底激光及手术治疗。医院还联
合基层卫生院，对糖尿病患者
进行免费眼底照相等早期筛
查工作，对糖尿病眼底病的患
者实行常态化管理、宣教及治
疗工作，确保基层糖尿病眼病
患者能够早发现、早治疗。

荣成市人民医院眼科用
实际行动主动作为、积极作
为、善于作为、勇于作为，践行
着为人民服务的担当，把光明
送给眼病患者。精湛的技术、
优质的服务、奉献的精神，使
我院“眼科”品牌越擦越亮。

(李煜)

夏季驱蚊避疫小妙招
随着夏季温度升高，雨水增

多，许多蚊虫鼠蚁也都活跃了起

来。令很多人十分苦恼，不知所措！

针对这一类夏季高发问题，荣

成市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医疗

团队，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结合

中医古方以及多年来临床经验，通

过制作并佩戴中药香囊来达到驱

虫避疫的效果，分享几款实用型香

囊的制作方法和配方教给大家。

一、需要准备的制作材料

各类中药材(一定要去正规的

医院或者药店购买)，带无纺布作

为内衬的麻布或者棉布的香囊袋

(购物网站即可购买亦或自行缝制)
二、各类香囊配方

1、芳香驱蚊香囊：化浊除湿，

清热解毒，驱除蚊虫

丁香10g、陈皮10g、苍术15g、
艾叶15g、藿香10g、紫苏叶10g、薄
荷10g、石菖蒲15g、佩兰10g、金银

花10g、(此药量为3—4个香囊用

量)
2、助眠安神香囊：镇静安神，

宁心益智，可用于焦虑失眠，心神

不定。

合欢花、佛手、夜交藤、小茴

香、远志、豆蔻、柏子仁、五味子各

2g
3、小儿抗感香囊：解表散寒，

祛暑化湿，固表扶正

艾叶、紫苏、桂枝、藿香、佩兰、

冰片各2g
三、制作方法

将想要制作的香囊按照以上

配方准备好药材后，然后将其混合

在一起研磨成粉末或者切碎并装

入香囊的无纺布袋之后将药带放

入香囊即可。(注：将药材切碎相比

研磨成粉末的药效会稍逊一些)
四、使用注意

因香囊本身味道较为浓重且

有粉末碎屑溢出，有哮喘、鼻炎及

呼吸类疾病者慎用，对配方中的药

材有过敏者严禁使用，若佩戴过程

中身体出现不良反应，应立即停止

使用。

(王金玲 姜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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