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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隔离采集员 严控疫情的守卫者
早晨八点，环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病房护士林丽就穿上了
厚厚的隔离衣来到居家隔离人员
的家中进行咽拭子的采集工作。
这项工作对于她来说已经驾轻就
熟。对于特殊地区返威人员咽拭
子的检测是严控疫情的重要步
骤。环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
护士组织了咽拭子采集小队，自
六月中旬起就开始担负起环山社
区范围内的咽拭子采集工作。她
们已经习惯了几乎每天都要走进
不同的社区进入不同的家庭，为
居家隔离人员采集咽拭子和血

清。
这个小分队是在病房护士长

号召下，大家自发主动加入。只要
疫情防控指挥部有要求，大家都
是争先恐后地报名去采集咽拭
子，因为大家都清楚，只有我们严
防死守才能换取我们社区的真正
安全。她们不仅仅只是采集员，作
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我
们经常要身兼数职，上班、值班、
下乡、履约、预检分诊……，经常
会出现人员短缺的现象，多少队
员牺牲了自己的假期和休息时
间，甚至下夜班也是采集完咽拭

子才休息。
与定点隔离相比，居家隔离

人员的采集要求更高，既要掌握

沟通技巧，还需要业务熟练、工作

仔细更要有有慎独精神。面对被

采集者的不理解甚至冷言恶语相

加时，她们都要平复心情，保持耐

心与微笑，一遍一遍沟通，一遍一

遍解释，直到对方接受，完成咽拭

子采集，才能深深地舒口气。

手套、口罩、防护服、脚套、护

目镜、面罩……这些装备一样都

不可缺少，采集咽拭子需要三级

防护。林丽在到第二位居家隔离
人员住处之前，她需要更换一套

新的防护服，以免出现交叉感染

的危险，一天她甚至要更换好几

套防护服。

采集咽拭子标本要与隔离人

员近距离接触，若有飞沫、唾液喷

出，则有较高风险。而齐全的隔离

装备，注定了与呼吸困难、炎热、

心悸交相呼应。如果碰到没有电

梯的高楼层，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爬上顶楼，那种扑面而来的窒息

感，更是对心脏和肺的重大考验；

或是偶尔碰到不能配合的人员，

每多一分钟的沟通都是对采集员

体力的巨大消耗，所幸大部分人

员还是非常的响应号召，能够积

极主动配合。

我们的采集员说：“只要能保

证我们环山社区的零感染，这些

辛苦也是甜。”在我们威海文登，

林丽这样的采集员就是一个缩

影，就是她们筑起了严控疫情的

坚固防线，为保证社区乃至全市
人民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通讯员 刘才铭

口渴误服玻璃水差点要命
本报文登8月5日讯(通讯员 杜云玲) 近日，宋村中心卫

生院急诊室接诊一位误服玻璃水的老年患者，经急救后患者
转危为安。

原来，家住宋村镇城东村的王大爷，晚上7点放工回家后
口渴难耐，未开灯摸黑到平日放置矿泉水的地方，随手拿起一
瓶水，一口气喝了接近300ml，喘息间感觉口内有异味，急忙开
灯后发现自己喝的竟然是几天前他用空矿泉水瓶收集的玻璃
水。情急之下，王大爷焦急万分，急匆匆的来到医院求治，通过
急诊室医生催吐、导泻等治疗，患者转危为安。事后，王大爷感
叹的说：“今后进口的东西一定要看准了，一个不注意就差点
把老命给搭进去！”

在此，宋村中心卫生院提醒广大老人，日常将药物、日常
用品与食物、饮水等严格醒目区分；进食前一定仔细检查，避
免误服误食！

开展中医特色治疗——— 督脉灸
本报文登8月5日讯(通讯员 赵照) “冬病夏治”属于一

种极具中医特色的治疗方法。“督脉灸”也属于冬病夏治的一
种，被称作“灸中之皇”。“督脉灸”是我国针灸医家从传统和民
间疗法中挖掘和总结出来的一种独特灸疗方法。天福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开展中医特色治疗——— 督脉灸。

“督脉灸”又称铺灸、长蛇灸，为冬病夏治理念。“督脉”中
医称之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暑夏三伏天是“督脉灸”
祛病的最佳季节。盛夏天气炎热人体阳气最盛，腠理疏松，百
脉通畅，“督脉灸”刺激背部督脉和督络，借助暑夏之伏天(阳
中之阳)炎热之气候，能起到强壮真元，祛邪扶正，鼓动气血流
畅，防病保健，治愈顽疾。

与传统艾灸方法相比，“督脉灸”的施灸的面积更广、火力
更足、温通力强，非一般灸法所及。其通过大面积、大剂量渗
透，叠加热力，畅通经络，激发经气，内达脏腑，外通肢节，力宏
效专，温补督脉，从而强壮真元、温肾壮阳、益精填髓、调和阴
阳、温通气血、引邪外出，有调理脏腑，改善体质，增强抗病能
力的作用。

适合人群：
“督脉灸”适用于督脉诸证和慢性、虚寒性疾病,如慢性支

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
脊柱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肠炎、慢性腹泻以及冬季手脚冰凉，
怕冷，遇寒腹泻的人群等。

“督脉灸”原料为附子，生姜和艾绒，通过艾绒的燃烧将附
子和生姜的热性充分导入督脉，起到振奋阳气，固体求元的目
的。

注意：
如患者有发热、咳黄痰、肺炎、支气管扩张、咯血等不宜实

施督脉灸，皮肤过敏以及特殊人群如孕妇、婴幼儿等也忌用此
法。

治疗期间需注意忌食辛辣刺激、生冷寒凉、肥甘厚味、腥
膻之品，戒烟、酒。避免剧烈、过量运动，以免汗出过多，导致气
阴两伤。

创城有我 环境先行
本报文登8月5日讯(通讯员

王新红) 为推进文明城市建
设，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引导大
家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到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热潮中，泽库镇
卫生院组织开展“创城有我--环
境先行”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对
院区及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共建
文明家园。

7月底开始，利用下班后的
时间，医院多次组织志愿队员开
展环境卫生大扫除，大家带着事
先准备好的铁锨、锄头、铁钩、小

推车、编织袋等，对医院周边的
绿化带、护坡、道路上的乱石、各

种垃圾、杂草进行清除。傍晚的

天气，气温依然很高，蚊虫也多，
但大家不怕苦脏累，分工协作，
干劲十足，清除乱石、杂草、各种
废弃塑料袋，清理卫生死角，小
推车转送、填埋垃圾，尽管白天
已经工作一天，但志愿者们热情
高涨，看着清理后的环境焕然一
新，大家擦擦脸上的汗水，笑了。

身穿蓝色马甲的泽库镇卫
生院的志愿者们，以实际行动，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提高群众满意度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本报文登8月5日讯 (通讯员

赵照) 为了进一步加强文登
区卫生健康系统行风建设工作，
构建和谐、高效、优质的服务体
系，提升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
满意度，7月31日下午，天福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召开了提高群众满
意度，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专题工
作会议。

会议要求全体中层干部要端
正思想态度，深刻认识行风建设
重要性，把“以病人为中心”优质
服务覆盖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努
力提升群众满意度。各科室负责
人为本科室医德医风专项整治行
动的第一责任人，要高度重视，传
达会议精神，加强科室人员培训，

提高大家医德医风方面思想觉

悟，强化措施，抓好落实工作。

为促使各科室和医务人员改

善医疗服务态度、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天福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成立“医德医

风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各科

室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各科室要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认真

开展自查，对自查问题制定整改

措施，并签订《科室九不准承诺

书》；全体职工签订《医务人员九

不准承诺书》，严格遵守加强医疗

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落实廉

洁行医各项规定。

针对卫生健康局对行风建设

提升群众基本医疗服务满意度电
话测评情况通报，天福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针对反馈的问题缺陷，
认真自查自纠，积极进行了整改，
例如针对就诊患者排队时间长的
问题，已经购买叫号机，实行预约
挂号，医务人员引导患者不扎堆
就诊，错峰挂号，进一步提升群众
就医体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树
立良好的行业形象。

此外，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电子屏滚
动字幕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营
造浓厚的舆论氛围，提高医务人
员对开展医德医风专项整治的认
识，增强医务人员医德医风培养
的自觉性。

重温革命历史 感悟“天福精神”
本报文登8月5日讯(通讯

员 朱霖) 为进一步强化党
员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
记党的宗旨，激发爱国爱党热
情，日前，文登区妇幼保健院
开展“不忘初心使命 传承红
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分批
组织院内党员赶赴天福山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缅怀先烈、
感悟“天福山精神”，现场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共同庆祝党的
生日。

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内，
大家参观当年使用过的文件、
证章、电台设备、新闻图片、书
刊、烈士手稿、照片等革命文
物，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洗礼。
在烈士纪念碑前,全体党员面

对鲜艳的党旗，高举右手，再
次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铿
锵恢弘的誓词，一字一句，神
圣而豪迈，再次洗礼大家的心
灵。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
活动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国
共产党艰苦卓绝而又灿烂辉
煌的奋斗历程，也更加珍惜当
下美好的生活。作为新时期党
员，更要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坚定信心、立足
实际、奋进实干，秉承先烈精
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工作当中，为妇幼保健事业、
健康文登建设再谱新篇。

做好幼儿查体工作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本报文登8月5日讯 (通讯员

朱霖) 为了做好每年一次的

在园儿童查体工作，文登区妇幼

保健院自7月1日起对辖区内37所
区直幼儿园大班儿童进行每年一

次的健康查体。查体内容包括体

格测量与评价，全身体格检查，口

腔保健，视力筛查，血常规等静脉

血检查，家长还可以自愿选择乙

肝五项和微量元素检查。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今
年的大班儿童查体工作基本完
成。城区幼儿园大班儿童参与查
体3142人，查体率占98%。其中，
龋齿发病人数1916人，占61%，视
力异常332人，占10 . 5%，肥胖597
人，占19%，肝功异常 28人，占
0 . 8%，贫血9人，占0 . 2%。

经数据对比发现，今年视力
异常和肥胖的儿童较往年明显增
多。

造成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疫

情影响，儿童居家时间长，户外活

动量减少，居家电子产品应用比

较多；另一方面与家长缺乏相应

的营养和视力保健方面的知识也

有很大关系。

下半年，针对儿童查体发现

的问题，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儿保

科将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工

作，为儿童健康成长保健护航。

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

开展世界肝炎日宣传活动

本报文登8月5日讯(通讯员 杨卫) 7月28日，是世界卫
生组织确定的第10个“世界肝炎日”，今年宣传主题是“积极预
防 主动检测 规范治疗 全面遏制肝炎危害”。为切实做好
肝炎预防工作，提高辖区村民对肝炎的认识，维护居民身心健
康，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积极开展世界肝炎日宣传活动。

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利用LED以及发放宣传资料的方
式，向辖区村民进行肝炎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对预
防乙肝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着重宣传病毒
性肝炎的预防知识，告知大家“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最安
全、有效的措施”，提高群众对预防接种乙肝疫苗重要性的认
识，号召大家积极主动接种疫苗教育等宣传肝炎相关知识，营
造全民抗击疾病、维护生命健康的氛围。通过本次宣传活动，
对提高辖区群众对肝炎防治知识及法治知识的认识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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