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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0月11日讯(记者

郭纪轩 孔贤 通讯员 山

君来 王新亮) 10月9日，山东

省戴庄医院举行2021年世界精

神卫生日主题活动暨康复训练

基地启用仪式。来自医院8个科

室的休养员和医务人员代表载

歌载舞，以文艺表演和秋季休养

员运动会相互穿插的方式，使患

者在温馨中治疗、快乐中康复，

培养其兴趣爱好，提高他们的身

体素质和团体协作精神，为尽早

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奠定良好的

基础。

今年10月10日是第30个世

界精神卫生日，宣传主题是：青

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活动现

场，来自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

的小朋友们表演了《七彩阳光》

广播体操、歌曲《太阳》、手势舞

《读唐诗》等多个节目，精心准备

的内容引起众多观众的掌声与

喝彩。

而在伴随表演穿插进行的

医院2021年秋季休养员运动会

上，休养员们你追我赶、配合默

契，《衔纸杯传水》《滚雪球》《人

体过山车》《南辕北辙》等比赛项

目的进行引起阵阵欢呼鼓劲，不

仅给住院患者带来了快乐和积

极的心态，也让他们感到了社会

参与感，从中体验到了自我存在

的价值，增强了积极治疗疾病、

早日康复回归社会的信心。

同时，医院康复训练基地的

启用也为本次活动增光添彩，结

束运动后的住院患者们在医护

人员的陪伴下进入基地，你扛锄

头松松土，我弯下腰清理下田边

的杂草。医院精神康复科康复治

疗师侯斯文介绍，患者们可不只

是在简单的劳动，而是在进行一

种特殊的康复疗法———“农场疗

法”。

据了解，为适应现代精神康

复模式的转变，开展全方位的康

复治疗，医院决定增设室外康复

训练项目。经过近3个月的紧张

施工，康复训练基地正式投入使

用，康复训练基地设在室外，主

要涵盖农疗、工疗、体育运动锻

炼等室外康复训练项目。

“对处在康复期的心理精神

疾病患者来说，如何在未来恢复

社会功能、体现其社会价值尤为

重要，像这样半开放式的康复模

式，不仅可以针对部分农村患者

让其熟悉生活技能，寻回原本的

生存能力，更可以让患者们重新

学会如何独立工作、支配空闲时

间。”侯斯文表示，在农作物成熟

后，医院还将组织“小型集市”，

以此锻炼患者们的沟通协作能

力。

医院党委书记谢传革在致

辞中表示，康复训练基地的启用

是对病区、精神康复科和工疗站

等室内康复训练项目的有益补

充。既为住院患者提供了更广的

康复治疗场所，也丰富了康复训

练内容，能对住院患者的全面康

复提供有力支持。

迎世界精神卫生日，助患者全面康复

山东省戴庄医院康复训练基地启用

本报济宁10月11日讯 (记
者 孔茜 通讯员 贾庆鹏

翟如义) 近日，国家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监
测培训班在金乡县召开，这也
标志着国家农村义务教育营
养改善计划项目金乡监测点
正式启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精
神，全面推动农村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营养健康监测评估和
膳食指导顺利实施，会上，围
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监测评估方案”及“学

生营养监测生化检测相关要
点”等，专家现场进行了细致
而生动地讲解，详细阐述了农
村学生营养改善及监测的各
项重要内容，并就调查内容进
行了深入交流。

据了解，做好营养健康监
测评估、膳食营养指导和科普
宣传对于顺利推进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促进学生营养健康具
有重要意义。通过此次培训，参
会人员对监测工作有了进一步
地了解，为下一步农村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营养健康监测评估
和膳食指导顺利实施打下坚实
的基础。

本报济宁10月11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贾庆鹏) 近

日，济宁市疾控中心举办2021年
城乡饮用水水质监测与实验室
质量控制技术培训班。各县(市、
区)疾控分管主任、卫生科负责
人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共计40余
人参加了培训。进一步促进全
市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技术的
提升，保证监测数据报告质量，
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

此次培训围绕济宁市2021年
省督导组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督
导反馈情况及整改工作安排、各
县(市、区)水质监测及实验室质量
控制工作经验交流、城乡饮用水

卫生监测检验技术等内容展开。
总结了2021年全市饮水卫生监测
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了省督导组
督导反馈问题整改任务。

“提高政治站位，要严格按
照国家标准和8月份我市制定
的工作规程要求，摒弃老的习
惯做法，严格执行规范。”会上，
济宁市疾控中心负责人表示，
要加强内部协作，市县一盘棋，
牵头做好协调工作。要严格质
量控制，针对督导组提出的问
题，认真整改，牢固树立标准规
范意识。并严格按照省督导意
见进行整改落实，形成书面报
告在规定时间报送。

本报济宁10月11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王芳 李

颖) 国庆节期间，邹城市峄山
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放弃休假的
机会，广泛利用专家义诊、家庭
医生团队入户随访、健康扶贫、
老年人健康查体等机会，在开
展业务工作的同时，继续做好
满意度提升工作。

工作中，医护人员面对
面与群众交流，认真倾听他
们的意见和建议，详细介绍
国家的各项惠民政策及医院

科室建设情况，积极消除群
众就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做到及时沟通及时化解，让
群众真正享受到政府的各项
惠民政策，不断提高群众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

“今后我院继续把满意度
提升放在工作的首位，只有群
众满意了，医院才能持续的发
展，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医疗服
务质量，急群众之所需，做合格
的群众健康‘守门人’。”峄山镇
卫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健康服务暖人心

快乐假期健康行

监测、质控双提升

共护百姓用水安全

启动“营养改善计划”

做好农村学生营养监测

医院新开展的“农场疗法”，将对患者的进一步康复提供有力支持。

扫码看视频

本报济宁10月11日讯 (记
者 郭纪轩 通讯员 姜静
静 ) 近日，济宁市举办全市
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
训班，全面总结2 0 2 0-2 0 2 1年
度全市流感、人禽流感疫情监
测防控工作，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部署今冬明春流感、人
禽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监
测任务。

培训会上，山东省疾控
中心传染病防制所副所长刘
倜详细介绍了流感疫情形势
与山东省防控策略；济宁市
疾控中心传染病防制科科长
姜文国详细讲解了常态化疫

情防控与秋冬季节传染病监
测防控；济宁市疾控中心传
染病防制科专家分别对济宁
市 2 0 2 0 - 2 0 2 1年度流感监测
总结与 2 0 2 1 - 2 0 2 2年度流感
禽流感监测要求、核酸检测
应检尽检落实率评价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
高了全市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
防控工作人员的理论知识水平
和实际操作技能，增强了做好
传染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确保了济宁市秋冬季流
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处置工作规
范、有效开展。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强化呼吸道传染病处置监测

本报济宁10月11日讯(记者

郭纪轩) 日前，金乡宏大医

院迎来了建院十周年华诞，并举

办了盛大而简朴的庆祝建院十

周年座谈会和庆典大会。

金乡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陈涛表示，十年来，宏大医院严

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不

断发展壮大，符合当地群众多层

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是金乡

县公立医院为主导卫生健康服

务体系的有力补充，为有效解决

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作出了重大

贡献，受到了全县人民的广泛赞

誉，获得社会各界的良好信誉。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甘立军在致辞中指

出，金乡宏大医院作为济宁医学

院附属医院医联体，自建院以来

即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今后济

医附院将一如既往地在专业人

才、业务技术等方面对金乡宏大

医院给予支持和帮助，不断拓展

协作范围，深化协作内涵，建立

更加紧密的医院联合体。

金乡宏大医院院长李志海

代表医院全体干部职工向与会

领导、嘉宾及长期以来支持医院

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与各界朋

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他指出，10年来，医院秉承

“让政府放心、让百姓满意”的办

院宗旨，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

奋斗，现已发展成为一所科室设

置齐全，医疗设备先进，技术力

量雄厚，服务质量一流；集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康复、医养结

合为一体的国家二级综合医院。

医院设置专业学科44个，开放医

疗和医养结合床位600张，年门

诊量30万余人次，年出院病人2

万余人次。先后被授予“省级文

明单位“、“山东省卫生先进单

位”、“全县卫生系统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乡

宏大医院也将以举办此次活动

为契机，不辜负社会各界和人民

群众的殷切期望，厚德笃行，求

真务实，以精湛的医术，优质的

服务，低廉的收费，努力建设成

为百姓更加满意，综合功能更加

完善的现代化医院，为建设幸福

金乡作出更大贡献!

展未来，风劲扬帆正当时
金乡宏大医院举办建院10周年庆典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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