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贯彻落实淄博市委、市
政府关于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大讨
论大反思大提升部署要求，淄博市
妇幼保健院聚焦服务、聚力改革，
积极创新服务模式，推出“产休一
体化”服务，让群众“看病不求人、患
者少跑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宋天印 张涛

家属陪伴在旁

产妇足不出户

7月7日14时51分，一声响亮的
啼哭声打破了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产休一体化病区的平静，据悉，这
也是该病区正式运营以来迎来的
首位自然分娩的新生儿，宝宝的顺
利降生，也意味着一种更舒适、安
全的医疗服务模式正式落户淄博
市妇幼保健院，开始为淄博产妇提
供更好更贴心的服务。

“所谓‘产休一体化’，就是将待
产、分娩、产后康复统一起来，为患
者提供‘一条龙’式服务，它打破了
过去产科‘产前—产时—产后’所
遇到的病区多次转移的传统安排
方式，更打破了‘生孩子必须去产
房’的传统观念。”淄博市妇幼保健
院产休一体化病区高辉介绍说，

“通过这种模式，让一个房间兼具

了病房和产房两大块功能，家属可
以像在家一样陪护产妇，医院也可
为产妇提供更精准的产前指导、产
中陪伴分娩、产后人性化高品质护
理等特色服务，产妇在病区房间即
可完成分娩，也免去了往返颠簸之
苦。”

据了解，由于传统病区安排方
式已经不能满足所有人对于“产妇
休息和家属陪护”的需要，早在医
院新院区设计之初，“产休一体化
病区”就已被纳入医院规划重点，
但受疫情影响，正式运营时间才从
年初延至7月5日。“产休一体化病区
采用家庭化病房设计，国外原装进
口分娩设备与家具，可同时接待9
个产妇家庭，截至目前，已为20余个
家庭提供了专业服务。”

名医一对一服务

护士就像“全能保姆”

据高辉介绍，为了给病区患者
提供最优质服务，无论在病区环境
维护、饮食，还是在医疗服务上，他
们都力求做到最好。

“除了日常环境清理，我们每
天都要求开窗通风，还要对房间进
行空气消毒以及整体消毒擦拭。我
们专门为产妇配备了营养师、助产
士、心理专家、儿科专家、新生儿专
家和产科专家，所有的检查项目乃

至患者的其他需要，我们都尽量在
床旁完成。”高辉说，“护理工作更是
如此，传统模式中，产前、产时、产后
之间，护理服务是有区别和各自特
点的，但在这里则要求护士必须全
面掌握生产流程中所有的技能，所
以对护士的技能要求是非常高的。
此外，受过去的服务方式所限，护
士往往要转战于不同病区，还没和
病人熟悉，就到另外的病区了，双
方的归属感都不会很强。通过新的
病区模式，病人和护士就会产生一
种家人般的感觉，对产妇顺利生产
是有帮助的。”

喂饭、聊天，散步、检查……24
小时的轮流陪伴守护，高辉坦言，

相较于普通护理工作，她们更像是
“全能保姆”。“一次有位产妇想起来
运动一下，但又走不动，我和另一
名同事就从两边架着她慢慢移动，
一架就是一个多小时，虽然很累，
但看到产妇很开心，我们也很欣
慰。”据高辉介绍，她们想通过这种
服务，传达一种理念，就是让家属
与产妇、医护与产妇在频繁互动
中，形成一种信赖，从而进一步增
加产妇的安全感。

强度小了压力却大了

新模式让医患之间更温暖

从过去一次要同时照顾几名

孕产妇，到现在的一对一服务，虽
然已从业25年，但在高辉看来，工作
强度是小了，但压力却更大了。“精
准服务，也就意味着要求更高，这
种要求是事无巨细的，不只是针对
日常医疗护理，还有生活护理。我
记得病区接到的第一位产妇，因为
家属经常不在身边，连喂饭都是我
们一口口喂给她的。”

高辉表示，相较于自己的感
受，她考虑更多的反而是孕产妇的
感受，“我们病区一共九位护士，其
中多是年轻人，我们经常会考虑怎
么能把我们真诚的服务更好传达
给孕产妇，怎么能和她们像朋友一
样相处。我认为，服务如果只是一
味做专业事，讲专业话，那太冰冷
了，我们应该从心出发，尤其是当
听到她们向我们说声谢谢时，我感
觉一切都值得了。以前培训时，老
师跟我们讲新生儿是万物之灵，所
以，在我看来，和孩子们打交道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

据悉，无论在设施、服务还是
价格，淄博市妇幼保健院都秉持

“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做出了最
优化的配置，努力打造人人都能住
得起、看得上的一流产休一体化病
区，相信病区的开设将会让更多追
求舒适、安全的淄博准妈妈们充分
享受到分娩的快乐和幸福。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推产休一体化服务，让群众“看病不求人，患者少跑腿”

待产、分娩、恢复，一间套间搞定生娃

十岁女童患罕见病，脾脏重达两公斤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专家巧用微创技术为其除病

本报淄博7月23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宋天印 张
涛） 昨日，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开
展了一场特殊的手术，手术中的
患儿是一名十岁女孩，叫盼盼(化
名)，与正常孩子不同，从出生那
天开始，盼盼便长有一主三副四
个脾脏，不仅如此，因为身患极其
罕见的“遗传球”疾病，让盼盼一
直饱受折磨。

“第一次见到孩子时，孩子
的肚子很大，皮肤非常黄，状态
也是有气无力。”淄博市妇幼保
健院小儿外科主任医师张正茂
说，“经我们了解，孩子从出生
开始便有反复贫血、黄疸等症
状，之前在天津血液病研究所

确诊为先天性遗传性球形红细
胞增多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遗传球’。”
据张正茂介绍，“先天性遗传

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是红细胞
膜有先天缺陷的一种溶血性贫
血，发病机理主要是由于脾脏对
球形红细胞的破坏所致。“正常人
的红细胞应该是椭圆形的，但这
类患者的红细胞则是呈球形的异
常细胞。由于血液要经过脾脏储
存和滤过，但因为孩子的细胞是
异常细胞，所以脾脏对细胞产生
了破坏，导致产生了贫血。不仅如
此，因为异常细胞增加了脾脏的
负担，也引起了脾大症状。正常人
的脾脏应该是摸不到的，但在我

们诊断中发现，孩子腹腔的三分
之一已被脾脏占据，已经到了肚
脐以下，除此之外，孩子的三个副
脾也出现了脾大症状。对于正常
人来说，这种有一个主脾四个副
脾的情况可能对身体影响并不
大，但对于盼盼来说，则只会让贫
血情况越来越恶化。”

为了帮盼盼治疗，经过医
院多位专家研判，最后决定为
其进行腹腔镜微创手术。在张
正茂及其团队的配合下，手术
进行了三个半小时左右终于结
束。“很成功，也很完美，顺利摘
除了患儿的脾脏，大约有两公
斤那么沉，这样患儿以后的贫
血症状就可以纠正了。”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卫生健
康援藏工作，根据国家卫健委严重
精神障碍防治项目工作要求和西藏
自治区日喀则市实际需求，山东省
卫健委安排6名精神卫生专家到各
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市的5个区县指
导开展精神障碍的防治工作，为当
地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培训授课，
实地带教。淄博市选派淄博市精神
卫生中心主治医师路庆忠奔赴日喀
则市昂仁县开展援助工作。

7月5日，山东省淄博市精神卫生
援藏队员路庆忠踏上了雪域高原，
开始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对口援
助县的征程，7月6日9点30分，路庆忠
达到日喀则和平机场，刚下飞机还
没来得及欣赏高原的美景，就被高
原反应所折磨，头疼、头胀、胸闷、恶
心一阵阵的袭来。日喀则市卫健委

对山东省援藏队员的到来表示了极
大的欢迎，早早就在机场外等候，安
排好了食宿，并提供预防高反的药
物和氧气瓶。

山东省精神卫生援藏队员经
过短暂的修整后，于7月8日和9日在
日喀则市为18个县区的30余名精神
科转岗医师和信息管理人员进行
了为期2天的培训。援藏队员采取
了理论和情景教学相结合的培训
方法，直观又生动，得到了学员一
直好评。 (孙秀珍)

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援藏纪实

一场跨越4000公里的援助

经查，下列社会组织存在
未按规定时限和要求向登记管
理机关报送年检、年度工作报
告的情形，违反了《社会组织信
用信息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 (一 )项的规
定，拟将下列社会组织列入活
动异常名录：
1、淄博张店科通培训学校
2、淄博市张店区社区志愿者协会
3、张店区志愿者协会
4、淄博张店德智乐育人培训学校
5、淄博市张店区台胞台属联谊会
6、淄博阳光教育培训学校
7、淄博张店书画培训学校
8、淄博市张店区农民书画美术研
究会

9、淄博张店成长在线培训学校
10、淄博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11、淄博张店人才培训中心
12、淄博柴油机总公司职工医院
13、张店区药学会
14、张店区怡然心理咨询研究中
心
15、淄博市张店区开元收藏爱好
者协会
16、淄博市植物园绿色志愿者协
会
17、淄博市张店区面神经医学研
究院
18、淄博市张店区太极运动协会
19、淄博市张店区广场舞协会
20、淄博张店乌托邦英语培训学
校
21、淄博国际语言学校

22、张店区车站街道华泰社区卫
生服务站
23、张店安信教育培训学校
24、山东新华东风化工有限公司
卫生室
25、淄博市张店区佛教协会
26、张店区清淳农民用水合作协
会
27、淄博市张店区贾庄幼儿园
28、淄博张店鲁信培训学校
29、淄博张店栋梁教育培训学校
30、淄博市张店区七彩石幼儿园
31、淄博市张店区川渝之家老年
人服务中心
32、张店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门诊部
33、淄博张店精典教育培训学校
34、张店区湖田街道办事处良乡

社区卫生室
35、淄博张店翰儒教育培训学校
36、淄博张店滚石打击乐培训学
校
37、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春雨幼
儿园
38、淄博市张店区好好化妆摄影
职业培训学校
39、淄博张店善修雨美术培训学
校
40、淄博张店华文国学培训学校
41、淄博张店博爱老年病研究院
42、淄博张店金榜艺术培训学校
43、淄博市张店区博爱日间照料
中心
44、淄博张店爱信诚培训学校
45、淄博张店三圆美术培训学校
46、淄博市张店区福善公益服务

中心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公告送达。如你单位对列入活
动异常名录有异议，依据《社会组
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第十条的
有关规定，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向本机关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视为
无异议。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张店区新村西路226号
一楼110房间
联系电话：0533-2860656

张店区民政局
2020年7月21日

张店区民政局
《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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