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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妇幼开展“精致城市有我助力”志愿活动

近日，荣成市妇幼保健院开
展“精致城市有我助力”志愿服务
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对人行道及
绿化带小广告、垃圾、杂物、烟头
等进行及时清理;对分包路段及
公交站亭等处非机动车乱停、市

民躺卧座椅、大声喧哗、不文明养
犬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对门
前乱设摊点、乱搭建、乱张贴、乱
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堆放等
行为进行劝导；对小广告、垃圾、
杂物、烟头等进行及时清理。

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引导广大市民遵守公德、崇
尚文明，自觉参与到环境卫生整
治中来，助力“自由呼吸，自在荣
成”建设。 (蓝青芳)

优质护理服务暖人心
随着医院优质服务创新活动的

开展，荣成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病区
推出“以病人为中心”的品质护理理
念，已深深植入医护人员的心，并进
一步的融入到患者的护理服务中。

在科主任和护士长的带领下，科室
持续开展品质护理服务，日常为患
者进行产后足浴、剪指甲、为病人送
饭已经成为日常护理工作的一部
分，病人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医护患

关系融洽和谐，病房干净整洁，病人
感觉舒适、安全、温馨、温暖。病人们
对于护士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和感激。

(蓝青芳)

荣成妇幼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

近日，荣成市妇幼保健院党
委书记房建壮带领相关职能科室
负责人，对医院消防中控室、室外
配电间、室外液氧罐、消毒供应
室、检验科、放射科、NICU、住院药
房等要害部位、职工餐厅、洗衣

房、机房、手术室等重点科室及重
点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安全生产无小事，希望通过
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能进一步
强化医院各科室安全生产的责
任意识和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切

实做好预防工作。使全院职工牢
固树立了“安全生产无小事”、

“隐患就是事故”的观念，做到超
前防范、遏制隐患，筑牢了安全
防线，为创造良好的就医环境提
供有力保障。 (蓝青芳)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开展成人心肺复苏培训
近日，荣成市妇幼保健院

开展全院成人心肺复苏操作培
训，临床医生、护理及职能后勤
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培
训。通过对“模拟人”实施心脏

复苏抢救操作进行了演示，包
括判断是否丧失意识、判断有
无自主呼吸、判断有无脉搏、进
行胸外心脏按压、清理口腔异
物、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操作

要领的示范。通过此次培训，大
家对心肺复苏急救要领掌握得
更加熟练，急救反应能力也得
到了提高。

(蓝青芳)

老人心理需关注，健康指导进社区

为了增强老年人自我保
健、调节心理健康的意识和能
力，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荣成妇幼到北环社区，为辖区
老年人举办了以“关注老年人
心理健康”为主题的健康知识
讲座。

通过举例分析，为社区老年
朋友传授心理健康知识以及心理
疏导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并告诫
她们当自己的身体出现状况时一
定要保持乐观、良好的心态，要多
运动，发展个人爱好和兴趣，学会
享受生活，这样才能活的健康、长

寿。此次讲座，为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搭建了一个现场互动、温馨服
务的平台，帮助老年人对自己的
心理健康问题有了重新认识，使
他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科
学、健康和快乐。

(蓝青芳)

强化纪律检查，规范内部管理
荣成妇幼以强化岗位纪律为

着力点，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促
进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不断提
升。为有效落实好该项工作，医院
在强化科室内部监管的基础上，

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等各种方
式对全院职工纪律工作进行督促
检查，重点检查在岗情况、上班准
时性、岗位纪律工作、值班情况、
科室卫生情况、职工的精神面貌

及对患者的服务态度等。通过监
管有效地促进和保障医院和各科
室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以便
实现今年医院管理提升年的各项
目标和任务。 (姜欢)

荣成市中医院召开社会监督员座谈会

近日，荣成市中医院特邀10位
社会监督员参与督导工作。10位特
邀社会监督员受邀到院参加座谈
会。院党委书记房建壮主持，院领
导班子及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参
加。

房建壮书记介绍医院基本情
况及今后发展方向。房书记说，目前
荣成市中医院正在以“改进就诊流
程、改善服务态度”为着力点，以“提

升医疗服务水平、提高群众满意度”
为目标，坚定不移地开展提升群众
满意度的各项工作。希望请各位社
会监督员不定期到院体验就医、暗
访调研，对医疗质量、服务品质、医
德医风开展定期行业督导，帮助医
院找准医疗服务中尚存在的服务
问题及缺陷，及时进行改进。

荣成市中医院始终将提升医
疗服务质量作为医院发展的首要

任务，近年来，相继推出打造亲情
化服务、开展精致医疗等多项举
措，制订相关监督及奖惩制度，在
全院全面从严落实首问负责制、
院内三级回访、聘请社会监督员，
优化就诊流程，强化行风建设，以
持续加强服务质量提升，切实提
升医疗服务水平，提高群众满意
度。

(姜斐)

中医小课堂——— 清热解毒说三黄

三黄，即黄芩、黄连、黄柏三
药，是中医临床常用的清热解毒燥
湿药，三者均性味苦寒，有清热燥
湿，泻火解毒之功，对湿热蕴结所
致的黄疸、痢疾或热毒炽盛引起的
发热，便秘，口舌生疮等，三者常相
互配伍应用，以提高清热解毒之
力，故称“三黄”。但三者都虽姓黄，
但细究其来，还是有些差异。

黄芩，为唇形科植物黄芩的
根。中医认为，本品性味苦、寒。归
肺、胃、胆、大肠经。有清热燥湿，泻
火解毒，安胎之功，本品作用范围
广泛，凡湿热之症皆可用之。本品
主入上焦肺经，以清泻上焦肺火为
主，并有清热安胎，泻火止血之功，
对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引
起的咳嗽，咯吐黄痰，甚至咯血等
症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对内热所致
的胎动不安，先兆流产等也有较好
效果。药理研究表明，本品含黄酮
类成分，主要为黄芩素、黄芩甙、汉
黄芩素等，有抗炎、抗病毒、降压作
用。黄芩的各种成分对对喂饲高脂
饮食所致的高脂血症、脂肪肝的动
物有明显改善作用，黄芩中的黄酮
对乙醇所致的动物血清和肝中甘
油三脂上升有改善作用。对肝过氧
化脂质的形成有抑制作用对给予
过过氧化脂质抽致肝损害有治疗
作用，且能使实验动物的胆汁分泌
量增加。《医学启源》言“黄芩，治肺
中湿热，疗上热目中肿赤，瘀血壅
盛，必用之药”。

黄连，为毛茛科植物黄连、三
角叶黄连或云连等的根茎。中医认
为，本品性味苦、寒。归心、胃、大
肠、肝经。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

功，适用于肠胃湿热所致的腹泻，
痢疾，呕吐，热病之热盛火炽所致
的壮热烦燥、神昏谵语等。本品善
清心胃之火，并治肠胃湿热，是“三
黄”中清热力量最强的药物。药理
研究表明，本品含小檗碱、黄连碱、
甲基黄连碱等，有抗炎、抗病毒、健
胃利胆作用，其抗炎作用以痢疾杆
菌最为明显，因而对急性肠炎、细
菌性痢疾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其所
含的小薜碱能使胆汁分泌增加，分
泌量随剂量的加大而增加，并有促
进胆汁结合型胆红素排泄作用。小
薜碱肌注、口服均可使血清胆固醇
降低，其水浸液还能使动物实验性
高脂血症水平降低。《本草正义》言

“黄连大苦大寒，苦燥湿，寒胜热，
能泻降一切有余之湿火，而心、脾、
肝、肾之热，胆、胃、大小肠之火，无
不治之”。

黄柏，为芸香科植物黄檗(关
黄柏)除去栓皮后的树皮。中医认
为，本品性味苦、寒，入肾、膀胱、大
肠经，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
适用于湿热泻痢，黄疸，白带过多，
足膝肿痛，热淋，湿疹，热毒口疮，
阴虚发热，骨蒸潮热，盗汗遗精等。
本品功似黄连，为苦寒燥湿要药，
功偏下焦肾、膀胱经，尤善清除下
焦之湿热，故湿热蕴结下焦者为首
选药，并可制约偏亢的相火(下焦
之火)。黄柏不仅能治实火，而且还
可以治虚火，适用于湿热下注所致
的急慢性肾炎、尿道炎、前列腺炎、
子宫颈炎，以及虚热所致的骨蒸潮
热，五心烦热，遗精频作，更年期综
合征等。

(祝礼芸)

29号文参保人员退休业务全域办理显实效
为方便鲁人社发〔2015〕29号

文参保人员办理退休相关业务，
提高业务办理效率，满足群众“就
近办”需求，荣成市社会保险事业
中心积极协调镇街，打破户籍地

办理限制，于2021年3月份开始实
行人社发〔2015〕29号文参保人员
办理领取养老待遇相关业务全域
受理、全域通办。截至目前，荣成
市各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共为814

名鲁人社发〔2015〕29号文参保人
员就近办理了领取养老待遇相关
业务，全年预计将有2400余名群
众因此受益。

根据方案要求，鲁人社发

〔2015〕29号文参保人员符合养老
待遇领取条件后，可就近到各镇
街社会保障窗口办理领取养老待
遇申请、居民养老保险转移接续、
退休减员业务。同时，为避免群众

错过办理时间造成损失，荣成市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每月筛选当月
符合退休条件的人员，主动提醒
相关人员按时办理业务，得到了
群众的一致好评。 (张科)

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为客户办好暖心实事

“太感谢你们了！为了不影响
我们的日常办公，放弃自己的休
息时间，利用公休日来为我们更
换变压器。”夏庄镇政府工作人员
说道。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工作
人员正在紧张忙碌地更换变压
器。

据悉，香山街3号公变现有容
量200千伏安，主要接带夏庄镇镇
政府及临街11户商铺、21户居民

用电负荷，随着客户用电需求的
增长，现有容量已不能满足用户
的需求，本次施工主要是将原变
压器增容至400千伏安。上午11
时，在经过5个小时的施工后，变
压器安装完成，投入使用。此次增
容解决了设备过载运行问题，保
障了辖区的电力可靠供应，满足
了客户日常用电需求。

据统计，自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坚
持以“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
旨，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供电和
服务问题入手，多方收集群众意
见和建议58条，开展特色保电任
务8次、安全宣传35次，为不同客
户群体提供特色服务95余件次，
用心用情架起党群连心桥，得到
社会广泛好评。

(张水晶)

荣成经济开发区：常态化防控 筑牢企业安全屏障

为扎实做好辖区企业疫情防
控工作，荣成经济开发区紧盯疫
情发展变化，督导企业从严从细
从实从快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以“战备”状态，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救治这场硬仗。

今年以来，经济开发区工

作人员对辖区内企业、在建项
目等进行一对一分包指导 ,和
企业建立常态化信息沟通机
制，重点抓好外来人员的防控
工作，对有疫情地区重点旅居
史的人员，入荣成前必须向所
在单位提前三天报备个人行

程，由各驻厂员负责每日将分
包企业摸排情况，并做好随访
和核酸检测。同时，全力做好
疫苗接种工作，提升疫苗接种
覆盖率，形成有效群体免疫屏
障。

(李钟 刘海荣 岳晓娜)

提升餐饮服务水平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为进一步加强网络订餐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荣成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开展餐饮外卖前十
专项检查行动，针对网络好评
前十名及网络差评前十名餐饮
单位开展重点监督检查。

重点对名单内2 0家餐饮
单位生产条件、经营环境、自
查制度落实、超范围经营以及
其他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的行为予以检查。
专项检查采用线上资质审查和
门店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线上重点核查网络订餐平台公
示的餐饮单位信息是否齐全、
真实，线下门店严查餐饮单位
经营资质、原料控制、加工过
程控制、食品配送等环节。

经查网络好评的十家餐饮

单位整体状况良好，基本能够
按照要求开展经营活动，但部
分经营单位也存在原料索证索
票不齐全、未按规定对餐饮具
消毒，送餐人员未按规定进行
职业培训等问题，执法人员现
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
问题单位限期整改。

下一步，荣成市市场监管
局将建立健全网络用餐长效监
管机制，对于网络差评前十名
餐饮单位加密监督检查频次，
增加监督抽检批次，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除予
以行政处罚外，还将通知网络
平台予以下线暂停网络经营，
营造安全的食品消费环境，服
务全市高质量发展。

(孙逊)

过度玩手机 伤神伤气血

从中医角度讲，经常玩手机可
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伤害。

伤神 传统医学认为，“精神
内守，病安从来”。意思是说，意根
清净，不拘泥于琐事之中，才活得
自在健康。每天看手机，接收大量
信息，容易刺激心神，使人不安，缺
乏内心的宁静快乐。

伤气 中医认为，五脏六腑之
精气，皆上行于头面部。气息运动
对维持身体状态非常重要，人体

“怡然自得”时，呼吸吐纳的过程升
清降浊，可以排出病气。但整天盯
着手机，人体的气息会时而跟着信
息、视频等内容紧张、松弛，这样会
打乱气息运行的基本规律，体质自
然也就跟着变差。

有些人玩手机时喜欢戴着耳
机，用耳过度也会伤气。耳为肾所
主，耳为诸脉之所系，直接循行耳
部的经脉有三焦经、胆经、小肠经、
胃经、膀胱经，加之其他的络脉循
行于耳，因此，耳为经脉聚会之处。
用耳过度，会损伤十二脉经气。

伤血 《黄帝内经·素问篇》
中说：“久视伤血”，意思是说目与
血的关系最密切。长时间盯着屏
幕，一是血液流动不畅，会导致气
滞血瘀；二是过度用眼，会消耗气
血，影响视物。肝开窍于目，目受
肝之精血滋润和滋养方能视物清
晰，若无滋润或滋养，就会眼干眼
涩。

(臧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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