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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儿科常
见的一种疾病。主要是指1年内
上、下呼吸道感染的次数频繁，
超出正常的范围。其中反复下呼
吸道感染又可分为反复支气管
炎及反复肺炎。

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发
病率为39%-45 . 5%，其中1/3是
反复呼吸道感染。近年来逐年上
升。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以
冬春季节气候变化时尤为反复
不已。部分儿童在夏季自然缓
解，容易被忽视。发病年龄多见
于6个月-6岁的儿童。

小儿呼吸道感染中大多数
是病毒感染，引起呼吸道感染的
病毒型号很多，且容易变异，人体

免疫力又不持久，血清抗体也不
能防止再感染的发生。而中医中
药在改善小儿体质、增强抗病能
力、扶正祛邪方面有一定优势。

该病发病期间可以采用中
药口服治疗，效果肯定，也可选
用中成药物、推拿疗法等。但本
病缓解期间继续长期口服中药
对儿童来说，困难很大，于是其
他治疗途径一直在研究中。其中

“冬病夏治”三伏贴疗法就是其

中一项。
三伏贴通过中药刺激穴位，

调和气血及脏腑功能，改善机体
免疫，减轻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发
作次数，从而利于康复。

2020年“三伏贴”时间表：初
伏：7月16日—7月25日；中伏：7
月26日—8月4日；闰中伏：8月5
日—8月14日；末伏：8月15日—8
月24日。地点：东昌府区中医院
病房楼九楼儿科病区。

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
认准东昌府区中医院三伏贴

近年来，中学生患胃炎、
肠炎等日渐成上升趋势，学生
的健康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亚健康已经不再
是白领们的健康状况了。

高考已结束，这时段是学
子们提升体质、补充营养的最
佳时机。专家建议，进补要科
学，盲目进补不可取，把握不
好可能会适得其反。健康体
检，可以帮助家长更有效的了
解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些
方面存在怎样的问题等，这样
才能有针对性地选择调补方
法。

对此，东昌府区中医院消
化内镜室特推出暑假莘莘学
子健康体检公益活动，具体内
容如下：凡持高考准考证(学
生、父母均可)来医院消化内
镜中心进行无痛胃、肠镜体检
均享受五折优惠！

为聊城
学子和家长
健康护航

“葫芦娃”“走”进病房

东昌府区中医院“葫芦灸”大显身手

你看，一只只小小的葫
芦娃“走”进了东昌府区中医
院的各个病房。它们未披战
袍因为本身就是最好的盔
甲；它们未握武器却仍能减
病去痛、所向披靡！它们有一
个响亮的名字“葫芦灸”！

葫芦灸属于艾灸的一
种，是东昌府区中医院成熟

开展的一项中医护理技术。
葫芦本身寓意吉祥多福，外
显太极之象，内聚阴阳二气，
质如木、色如金、五行俱全！
他的美观性、密闭性、和容纳
性的特点，与艾灸疗效的完
美结合，诞生了葫芦灸这种
特色的艾灸方法！

葫芦灸适用人群广泛，

大人小孩都能用；适用范围
于寒湿淤滞类疾患，如：风湿
及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
腿痛、胃痛、胃胀、失眠、头
痛、妇科炎症等等。为广大的
患者减轻病痛、疗效显著。运
用中医脏腑气机辩证，让葫
芦娃们大显身手，为健康助
力！

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认真做好政策衔接，
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进一步优
化，把帮扶对象实际困难狠抓
落实，方便贫困群众申报办理
认定慢性病。

积极组织协调医院医疗
专家，与各村 (居 )驻村干部、

帮扶干部按照名单入户走访，
做细调查摸底工作，建档立卡
贫困户无需向医疗机构支付
任何费用即可办理门诊特殊
慢性病卡。对判定符合条件
的，分批有序组织到指定医院
进行鉴定。有效提高了门诊特
殊慢性病卡的办理效率。通过

政府统一办证，减少了贫困户
为办慢性病证来回奔波劳累，
提高了辖区贫困户慢性病办
证率，让贫困户能够更好地享
受到健康扶贫的方便和实惠，
真正把健康扶贫政策落到实
处。

(邢广顺)

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帮助贫困户申请慢性病办理
真心帮扶暖人心，贫困户冒雨送锦旗

7月9日上午，莘县莘州街道办
事处蒋庄村五保户老人蒋留印和
老伴将印有“为民服务 热情周
到”的一面锦旗送到了陈静的手
中，对陈静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对他
们老两口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激
之情，同时感谢党工委、办事处给
予的关心和帮助。

据了解，蒋留印老两口的孩子
早年因溺水过世，两位老人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位老人年老体
弱经常住院，帮包干部陈静经常去
医院看望他们。

近期，由于新城建设拆迁，蒋

庄村正好在拆迁范围内，考虑租住
房屋问题，陈静多次给他们做工
作，并带领他们去看健民养老院的
环境，他们看过后，比较满意。陈静
又跑前跑后地为他们办理入住申
请手续，让二位老人得到了亲人般
的照顾，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两
位老人心存感激之情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一面锦旗代表的是贫困户对莘
州街道帮扶干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倾情帮扶、用心帮扶的肯定。下一步，
莘州街道将持续跟进、不断完善，用
爱心善举传递社会正能量。 (王凯)冠县烟庄街道前张平东村

贫困户孟凡利一家原本普通而
幸福，但两个儿子接连出事，沉
重地打击了一家人。2010年大
儿子出交通事故去世，大儿媳
妇精神失常失踪，留下刚刚出
生的孙子无人照看，老两口便
带着孙子一起生活。2016年二
儿子在工地干活发生意外，鉴

定为二级残疾。二儿子还有两
个孩子在上学，老两口便将二
儿子的生活起居承担起来。村
两委了解到孟凡利的家庭情
况，2016年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通过程序将孟凡利一家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给予孟凡利一
家相关帮扶资金、医疗、教育等
政策帮助。

老两口在享受政策帮助的
同时，有着自我脱贫的信心和
决心，拾起了早年学过编笤帚
的手艺为家庭增收。一年四季，
无论寒暑早晚，老两口坚持有
时间就编笤帚，编一个笤帚平
均45分钟，一年能编千余个，年
增收3000元以上。

(任欣)

冠县：“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助力全家奔小康

近日，冠县崇文街道徐
宋三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院
内热闹非凡，原来，扶贫志愿
者在此举行扶贫公益活动。
活动分为“健康义诊专区”、

“法律服务专区”、“生活服务
专区”、“义捐义卖专区”等，

贫困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
在“健康义诊专区”，扶贫志
愿者耐心解答群众有关健康
方面的咨询；在“生活服务专
区”，志愿者讲解有关公共卫
生知识，还义务为贫困群众
理发；在“义捐义卖专区”，群

众把不用的物品捐出来，让
需要的贫困群众领走，还有
的把自己喜欢的“传家宝”拿
出来义卖，把义卖的钱，全部
捐到扶贫箱内，用于社区扶
贫工作开展。

(沙德顺)

冠县崇文街道：扶贫志愿者进社区活动丰富多彩

莘县王庄集镇积极探索帮
扶工作机制及稳固脱贫成效机
制，创新思路举措，以贫困户年
底顺利脱贫为目标，扎实开展
贫困户精准脱贫工作，为全镇
打好脱贫收官之战奠定坚实基
础。
精细化预测收入。由镇扶贫专
班带头，各帮包干部为主力，认
真填写贫困户收入明细表。工
作人员通过实地入户查看，结

合“一户一策”方案，真正掌握
了解农户真实情况，确保数据
准确性和可靠性。

精准化帮扶。对初步测算
收入不达标、存在脱贫困难的
农户，积极宣讲王庄集镇产业
扶贫和金融扶贫政策，动员农
户多渠道创收，逐户制定帮扶
措施。

精确化落实。开展入户走
访工作时，用心倾听群众心声，

用情为民排忧解难，认真听取
农户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深入了解农户在生产生
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需求。

王庄集镇为了进一步弘扬
正能量，提振扶贫工作的精气
神，充分发挥“典型带动”作用，
确定了2名专职信息员，定期向
王庄集镇政务公众号和上级媒
体推送扶和报送扶贫信息。

(徐永强)

莘县王庄集镇精准扶贫有“真经”

温馨前八村 整治焕新颜
为助力脱贫攻坚，营造干净整

洁的人居环境，近期，聊城度假区
前八村开展村容村貌户容户貌集
中整治工作，让前八村“颜值”有所
提升。市、区领导走访前八村，多次
对前八村村容村貌整治工作给予
肯定。

整治过程中，前八村两委班
子、社区领导班子、街道扶贫办、

帮扶责任人、协助帮扶人、扶贫专
干全面联动，全面参与其中。贫困
户房前屋后干净整洁，焕然一新，
充分调动了贫困户的生活热情，
为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扎实推进创
造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和精神支
撑，在全村营造出懒汉可耻、致富
光荣、文明向上、焕然一新的良好
氛围。 （刘慧）

聊城度假区：尽责尽心为民，用情用力扶贫
7月14日，聊城度假区朱老庄镇

韩庄村贫困户宓保范在母亲、村干
部的陪同下，坐着轮椅，手持一面
印有“尽心尽责真扶贫 用心用情
办实事”的锦旗送到了朱老庄镇人
民政府，表达对帮扶干部张忠磊和
刘辉的感激之情。

宓保范肢体残疾二级，长期卧

床不起，儿子正在读初三，家里没有
固定收入。在镇里及扶贫干部帮扶
下，宓保范积极配合治疗，孩子的厌
学情绪得到缓解，有信心地步入中
考考场。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度假
区始终坚持“真扶贫、扶真贫”的理
念，做到精准到人、精准到户，确保
扶贫路上没有一人掉队。（刘慧）

东昌府区斗虎屯扶贫“清零”再进行

当前“脱贫攻坚任务清零”工
作正处于冲刺期，时间紧，任务重，
责任大，东昌府区斗虎屯镇“扶贫
工作”再进行，要求全体扶贫干部
一刻也不能迟缓、一刻也不能马
虎、一刻也不能退缩，精准落实脱
贫攻坚任务清零工作。对于任务清
零”作进一步工作安排。

会议要求，一强化问题导向，

从脱贫难点入手，从群众需要入手，
沉下心来帮扶，坚持真抓实干，将扶
贫攻坚的责任扛在肩上。二要激活
内生动力，激活贫困户的自我意识，

“扶智”与“扶志”并举，让贫困户由
“要我脱贫“变成”我要脱贫”。三是
增强造血功能。要勇于突破常规，创
新扶贫思路，确保贫困群众脱真贫、
真脱贫、不返贫。 (李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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