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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开设中医日间病房
本报文登6月16日讯(通讯员

朱霖) 为进一步发挥中医治

疗优势，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近日，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开启“中

医日间病房”诊疗模式，符合住院

条件且非治疗期间不需在院的以

针灸治疗为主的患者，在当日治

疗结束后，根据自身情况经医院

允许后可以回家休息，不必在医

院过夜。患者在中医日间病房治

疗期间，床位费、护理费按1/3收

取，而且同样享受住院医保待遇。

这不仅为患者节省了住院费用、

缩短了住院时间，还有效优化诊

疗服务流程、提高了医疗服务效
率。

目前，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可
入住“中医日间病房”的病症有：
头面躯体经络病症，包括头痛、项
痹、腰痛、骨痹、肩痹、肘劳、面风、
面瘫、面痛、中医痿证等；内科病
症，包括咳嗽、哮病/喘病、眩晕、

中风、胃脘痛、不寐、郁病、脏躁、

便秘等；皮肤科，包括瘾疹、湿疮、

蛇串疮等；妇科病，包括月经病、

带下病、不孕症、产后病等；五官

疾病，包括鼻鼽、鼻渊等。

“中医日间病房”诊疗模式是

一种高效，快捷的医疗服务模式。

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将进一步推广

“中医日间病房”，缩短患者住院

天数，有效缓解住院病房的患者

积压，提高床位使用率，优化医疗

资源，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让这一

新型就医模式在新的医改形势下

被更多的患者认可。

优生优育进万家 惠民共建幸福家
本报文登6月16日讯

(通讯员 刘艳艳) 为了
进一步弘扬新型婚育观
念，普及优生优育科学知
识，日前，环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举办了“优生优
育进万家”活动，各村妇
女主任、已婚育龄群众及
机关女干部参加了此活
动。

此次活动主要向育
龄群众宣传孕前查体、孕
早期保健、孕期常见并发
症处理与预防等优生优
育知识。同时积极宣传政
府提供的产前筛查、孕前

优生优育健康检查，农村
妇女免费增补叶酸等优
生优育政策。

会后，授课医生还现
场为大家提供了详细的
咨询服务，下一步，环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将配合各村的妇
女主任、乡医，利用村居
大喇叭、宣传栏对群众进
行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普
及。将优生优育知识切实
到每位群众家中，形成优
生优育从我做起，倡导群
众重视优生优育，让更多
的育龄群众从中受益。

守好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本报文登6月16日讯(通讯员

杨卫) 为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
置非法集资宣传活动，营造良好
的防范非法集资舆论氛围，根据
文登区卫健局转发威海市文登区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开展以“守好钱袋
子 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要求和统一部署，宋村中心卫生
院积极开展以“守好钱袋子 护

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月活动。

近日，宋村中心卫生院工作
人员通过发放图文单页、电子屏、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宣传方式，向
广大群众披露非法集资的特征和
常见形式，告知社会公众怎样识
别非法集资，并通过以案说法，揭
露犯罪分子的惯用伎俩，揭示非
法集资犯罪的欺骗性和风险性，
揭发其危害性，揭开犯罪分子的

真实目的。让职工、患者及家属树
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自觉抵制高息
诱惑,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远离非
法集资。

此次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
既增强了职工、患者及家属的法
律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
力，又对违法犯罪分子产生了心
理威慑作用，为构建和谐平安医
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良
好的法治氛围。

献血，让世界更健康
本报文登6月16日讯(通讯员

赵照) 2020年6月14日是第十
七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活动
的主题是“安全血液拯救生命”，
口号为“献血，让世界更健康”。为
进一步规范临床用血管理，提高
辖区居民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
和珍惜血液资源的意识，保障广
大患者的用血需求和安全，根据
文登区卫健局“6月份在全区医疗
机构开展临床合理用血宣传月活
动”的指示，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积极开展义务献血宣传月活
动。

为提高广大市民无偿献血的
参与度和认同感，弘扬无私奉献

精神，动员全社会共同关注、参
与、支持和促进无偿献血事业发

展。6月5日上午，文登区天福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利用凉水湾大集，

组织志愿者们开展免费义诊并且

采用悬挂横幅、分发无偿献血宣

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宣传无偿献血

的重要性，鼓励、动员辖区居民积

极参与到无偿献血活动中来。同

时，医护人员还为居民耐心讲解

献血常识，并叮嘱他们献血后的

一些注意事项。

6月5日下午，文登区天福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召开了全体职

工大会，开展临床合理用血专题

讲座，推广自体输血、限制性输
血、血浆置换等输血新技术、新方
法，不断提高医护人员的合理用
血意识及理论水平。

为进一步弘扬奉献社会、乐
于助人的志愿服务精神，积极传
递社会正能量，文登区天福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还利用微信公众
号、报纸、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
语、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积极宣
传无偿献血，扩大影响力，形成长
效的宣传机制。下一步天福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将进一步做好无偿
献血工作，继续弘扬无偿献血、奉
献爱心的高尚品格，促进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

葛家中心卫生院开展健康扶贫自查督导
本报文登6月16日讯 (通

讯员 金秀春) 为推进健康
扶贫工作目标任务全面落
实，按照区卫健委健康扶贫
工作的部署，葛家中心卫生
院健康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多
次组织召开健康扶贫督导专
项工作部署会，对医院健康
扶贫督导工作进行统一部
署。

会议强调，全院干部、职
工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明

确目标任务，积极落实健康

扶贫工作的各项任务，通过

健康扶贫督导，提高困难群
众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和健

康素养水要求。院领导班子

成员要对照脱贫攻坚考核细

则，认真学习掌握，倒排时间

节点，深入各贫困户家中"户

户过筛，督导检查、查遗补缺

"，抓好问题整改和健康扶贫

政策落实，全力助力健康扶

贫任务高质量完成。

会后，院领导班子成员

分成5组深入全镇59村，对

466名贫困户逐一摸排，以

“先诊疗、后付费，两免两减

半”政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等健康扶贫政策落实情况为

重点进行督导检查，并积极

鼓励困难群众增强信心、战

胜困难。

今后，医院将在切实解

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同

时，继续在合理规范扶贫对

象就诊流程、优化健康扶贫

绿色通道等方面下功夫，为

全面完成健康扶贫任务作出

不懈努力。

丢失证件,

民警捡到及时归还

西坑村卫生室改建完成

本报文登6月16日讯(通讯员 李亚萍) 近年来，环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高度重视健康扶贫工作，继去年完成辖区贫
困村环山街道口子后村卫生室建设工作后，今年四月取得环
山街道办事处政府的支持，完成辖区西坑村卫生室改建工
作。

日前，环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十名医务人员利用休
息时间来到新建的西坑村卫生室，为9名本村的贫困居民进
行全面的健康查体，服务项目包括物理查体、血糖、血常规、
血脂、肝功、肾功、B超、心电图等，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工
作人员亲自上门开展服务，活动受到了居民的好评。查体工
作结束后医务人员为西坑村卫生室进行了环境卫生清扫，以
及科室内设备布置、安装。

据了解，环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将继续深入辖区6处
贫困村为所有在册管理的74名贫困人口开展健康查体工作，
针对体检的结果家庭医生开展针对性强的健康指导、用药指
导，对到医院取药不方便的居民中心开展免费送药到家等贴
心服务，彻底解决健康扶贫的根本问题。这项工作将在六月
底完成。

本报文登6月16日讯(通讯员 曲彦霖) 6月8日中午，当
驻文某部队的叶班长接过失而复得的士官证以及相关物品
时，对特巡警大队民警表示由衷的感谢。

当日上午，特巡警大队民警在金都警银亭执勤期间，在
路边捡拾一士官证，内有一张身份证以及其他物品一宗。考
虑到失主丢着证件的急切心情以及所带来的诸多不便，民警
立即通过士官证信息查找确认了失主的相关信息和单位，并
于12时许，将证件送到其失主手中。

大蒜白醋可食用，治疗皮肤病不可取

文登本报6月16日讯(通讯员 赵红宇) 近日，市民赵女
士因为右脚起疙瘩、水泡、肿胀且痛痒难耐来到文登区皮肤
病医院就诊。

赵女士描述，起初只是在脚趾缝里面起了几个小红点，
轻微有点痒，听邻居说大蒜能杀菌，切成小片敷在脚上能管
用，又听朋友说用白醋泡脚管用，就这样用白醋泡和大蒜敷
了3天后，赵阿姨的脚不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
严重，疙瘩和水泡从脚趾间发展到了脚背，整个右脚肿胀、痛
痒且行走困难。

接诊后，医生安排赵女士做了真菌检测，结果显示为真
菌感染。皮肤科专家表示，目前大家对于皮肤病的认知还远
远不够，许多人认为大蒜、白醋、肥皂、酱油、盐等生活用品都
是可以“杀菌”的，都可以用来治疗皮肤病，殊不知大蒜和白
醋只是食材，用来治疗皮肤病是不会有“神奇效果”的。

大家对皮肤病的认知还存在很多的误区，许人认为皮肤
病是小病，家里有药膏随便哪一种擦点就好了，经常见到有
病人用皮炎平来治疗股癣，结果导致皮损扩大的情况。不揪
出病情的“元凶”，乱用药不仅不会有效，反而还会延误甚至
加重病情。

毕业后，你的档案何去何从？
本报文登6月16日讯(通讯员 侯丽芳 隋红玲) 又到

了大学毕业季，毕业生档案移交和管理成为大家关注的热
点。如今很多毕业生认为档案可有可无的，对档案管理意识
淡薄。6月16日，笔者从文登区人社局获悉，高校毕业生对档
案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其实档案关乎大家的钱袋子，对今后
的工龄计算、评职称、享受社保等有重大作用，毕业生一定要
重视。

毕业生档案转移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师范类毕业生档
案需转教育部门，非师范类毕业生档案需转人社部门。

如果您的档案要转到文登人社局，请牢记以下内容：
1 .必须由学校通过机要交通或EMS转递，个人自带不予

接收。
2 .接收单位及地址如下：
接收单位：威海市文登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接收地址：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4号
接收科室：档案科
接收电话：0631-8458456
文登区邮编：26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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