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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卫生健康委：

多举措保障疫情期间母婴安全
通讯员 金增秀 李敏

聊 城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践 行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宗旨，带
领 全 市 妇 幼 健 康 战 线 医 务 人
员，坚持疫情防控与日常诊疗
两手抓，全力守护孕产妇和儿
童生命安全。

加强组织管理，夯实防控基
础。疫情期间，市卫生健康委及时
摸排重点地区返聊孕产妇和儿童
情况，实施“日报告”“零报告”制
度，建立台账并纳入健康管理。印
发《关于做好妇幼保健机构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通
知》《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孕产妇医疗保健服务的通知》
等10余个文件，全面部署疫情期
间母婴安全组织保障、应急预案、

就医流程、医疗救治、院感防控等
工作。及时掌握全市48家助产机
构现有床位情况、医护人员信息
等数据，做好市级助产机构应急
准备。2022年来，建立封控区、管
控区、集中隔离及居家隔离孕产
妇日报告、零报告制度，摸底随访
涉疫孕产妇210余人次，紧急协调
3名涉疫临产孕妇到指定助产机
构住院分娩，畅通就诊绿色通道。
指导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各
助产机构结合实际，科学制定涉
疫孕产妇和儿童应急就医工作预
案。

加强宣传引导，开展暖心服
务。疫情期间，市卫生健康委着力
加强孕产妇、儿童预防新冠肺炎
健康教育，宣传疫情防控核心知
识，指导孕产妇及家属做好个人

防护。在各级助产机构随访基础
上，固定专人对37周以上涉疫孕
妇、高危孕妇进行“暖心”电话随
访，实现重点人群跟踪管理。全市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和助产机构利
用多媒体、微信群、线上孕妇学
校，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市县妇幼
保健机构微信公众号注册人数达
590380余人，推送孕产妇和儿童
科普知识和科普信息377条，通过
线上孕妇学校授课810余次，受惠
群众36000余人次，开通线上咨询
和诊疗服务，累计服务39750余人
次，为孕产妇解疑答惑，做好健康
监测和随访服务。

加强分类服务，实施保健救
治。市卫生健康委兼顾疫情防控
和母婴安全，按照确诊、疑似以及
封控管控区特殊急产不能排除感

染等多种情形建立应对机制，做
好分类服务。制定《聊城市疫情防
控期间孕产妇就诊应急预案》，组
建市级新冠肺炎孕产妇专家指导
组，指定救治定点医院和“黄码”
医院，强化救治力量配备。指定聊
城市人民医院、聊城市第二人员
医院、聊城市妇幼保健院、聊城市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四家市级危
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在做好日常
轮值工作同时，分别牵头协调保
障紧急就诊医疗服务，开展疫情
期间危重孕产妇救治应急演练，
畅通应急绿色通道。全市各级妇
幼保健机构和助产机构优化预检
分诊、发热门诊等工作流程，细化
疫情期间急危重症孕产妇接诊、
救治流程，合理设置缓冲病房和
隔离分娩室，按照“边救治、边防

疫”原则，全力保障母婴安全。
加强督促检查，保障措施到

位。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市县妇幼
保健机构学习疫情防控相关技
术指南和工作方案，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本机构防控工作方案，及
时调整完善防控措施，定期开展
应急演练。印发《全市妇幼保健
机构疫情防控工作督导检查方
案》，县(市、区)卫健行政部门开
展常态化督导，市县妇幼保健机
构不间断自查，市卫生健康委采
取“四不两直”方式不定期专项
检查全市妇幼保健机构疫情防
控工作，发现问题，现场反馈，限
期整改。通过市、县、机构联动，
有力保障全市妇幼保健机构疫
情防控和母婴安全保障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

记者 谢晓丽

为加快推进东阿融入聊城
中心城区，更加方便沿线人民群
众出行，东阿至聊城(聊城汽车
总站K606/聊城火车站K601)公
益公交车于2022年5月28日开通
试运行，欢迎广大市民乘坐体
验。

东阿至聊城火车站K601运
行路线：东阿汽车站—前进街—
天禧超市—曙光街—县医院—
东阿西外环—325省道—鲁西化
工北门—许营—聊城南环—中
华路—聊城九州洼月季公园—
聊城东昌学院—东昌路—开发
区振华购物中心—百货大楼—

聊城市人民医院—聊城火车站。
发车时间：东阿站6：20—18:

10，聊城火车站6：20—18:30，全
天约20分钟一班，流水发车。

东阿至聊城汽车总站K606
运行路线：东阿汽车站—前进
街—S710—环球路—大秦—果
子王路口—顾官屯—华集路
口—民王屯—许营—南环—光
岳路—陈口路—花园路—建设
路—聊城汽车总站。

发车时间：东阿站6：10—18:
30，聊城汽车总站6：10—18:30，
全天约20分钟一班，流水发车。

全程实行2元、3元的阶梯票
价，60周岁以上老人、残疾人、现
役及伤残军人等特殊群体可凭

有效证件免费乘车。6周岁(含6
周岁)以下或者身高1 . 2米(含
1 . 2米)以下儿童免费乘车；6—
14周岁或者身高为1 . 2—1 . 5米
的儿童乘车执行半价优待。未尽
优惠政策按照国家、省、市相关
规定执行。

市民可在东阿汽车站候车
室售票窗口办理“公交一卡通”，
持“公交一卡通”乘车享受8折优
惠。为节约候车时间，市民可关
注“聊城交运集团”“东阿汽车
站”微信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
位置，方便出行。

集团客服：96596
东阿汽车站咨询电话：0635

-3286008

聊城至东阿公益公交试运行
全程实行2元、3元的阶梯票价，部分群体可免费乘车

莘县徐庄镇以农村人居环
境集中整治工作为有效抓手，
组织镇域人大代表深入农村一
线调研，聚焦农村环境保护、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生 活 垃 圾 清
理，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履职监
督作用，推动解决农村人居环

境突出问题，夯实乡村振兴基
础。

在县人大代表、徐庄镇党委
书记郭继锋同志带领下，代表们
对各村人居环境整治组织部署、
主干道卫生、田间地头卫生、坑
塘沟渠卫生、房前屋后卫生等有

关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听
取了各村庄在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工作中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
并就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重点
和难点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
建议。

（薛善光）

莘县徐庄镇人大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调研视察活动

5月24日下午，市委党校县
级干部培训班一行30余人到莘
县徐庄镇纸坊村参观调研。培训
班学员听取了纸坊村民主议事
机制工作经验做法，参观了纸坊
村省级美丽乡村建设、村史馆建
设、产业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情况。每到一处，都认真聆听
讲解，并不时询问相关人员，详
细了解纸坊村在美丽乡村建设
及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的好做
法、好经验。

参观过程中，培训班学员
对纸坊村美丽乡村建设表示

充分肯定。他们一致认为，纸
坊村美丽乡村建设点子多、路
子新，村庄亮点精彩纷呈，十
分值得借鉴和学习，对今后的
工作实践也有很多启示和帮
助。

（薛善光）

市委党校县级干部培训班来徐庄镇参观调研

近日，莘县徐庄镇政协委员
联络室召开工作推进会，传达学
习全县镇街政协工作推进会议
精神。

会议通报了2022年度联络
室工作开展情况、委员履职情
况。会议强调，要切实全面加强

自身建设，规范化建设政协委
员联络室和“有事好商量”政协
委员工作室，健全规章制度，规
范履职行为。要按照“懂政协、
会协商、善议政”的要求，认真
学习政协章程，突出政协理论
知识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同时

强化履职工作涉及到的法规、
政策、文件学习和形势教育，进
一步增强作为政协委员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以高质量建言服
务徐庄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
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薛善光）

莘县徐庄镇政协委员联络室召开工作推进会

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
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功能，对
幼儿全面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启
蒙作用。为了弘扬勤俭、奋斗、创
新、奉献的劳动精神，近日，东昌
府区实验幼儿园大一班开展了
主题为“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
劳动教育周实践活动。

据了解，东昌府区实验幼
儿园开展了非常丰富的实践活

动，包括一次劳动主题谈话活
动、一次“耕读教育”活动、一次
劳动实践活动、一次劳动成果
展示、一次幼小衔接劳动比赛
和为期一周的家园共育劳动活
动。

本次劳动实践活动，不仅培
养了幼儿劳动意识，使孩子们体
会到了劳动的意义，还在劳动实
践中获得锻炼，收获成长，同时

营造了家园共同关心支持劳动
教育的氛围。

(记者 国晓宁 通讯员
乌晓荷 左佑中)

在劳动中成长，东昌府区实验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周实践活动

自2017年以来，东阿县第三
实验小学就把思维导图课堂教
学一体化作为学科教学改革的
重心。思维导图的运用，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主动性，
促使学生达到深度学习、合作学
习、创造性学习。思维导图和课
程改革连接起来，不仅改进了学
校的教学方式，更成为提升学习
质量的工具，形成了高效课堂教
学的新生态。

革新思维，思维导图构建数
学高效课堂。

思维导图在数学教学中的
应用分为课前、课堂、课后三个
环节。以《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
识》一课为例，课前学生们绘制
思维导图，为学习新知识做好铺
垫；课堂上以思维导图为媒介分
小组进行协作交流；课后，再次
完善思维导图，形成系统的知识
体系。思维导图在数学新授课、
复习课，及概念课、计算课、图形
与几何课等多种课型上具有广
泛应用。

一路生花，思维导图辅助语
文发散思维。

学校语文教研组从课前预
习、梳理巩固、课后复习、阅读、
写作等多个方面灵活运用思维

导图辅助教学，引导和培养学生
采用发散思维方式，去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

比如，在语文作文教学中，
建立思维导图教学体系，让学生

“有笔可下，有话可写”。引导学
生以思维导图的方式来梳理思
维框架，构思自己的作品。语文
新授课实行“三图合一”教学法，
分别为课前预习导学图、课堂精
细图和课后完善图三部分。新型
高效的语文思维导图教学模式，
使语文课堂教学“一路生花”。

直观明显，思维导图帮助英
文形象鲜活。

在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思
维导图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单词记忆能力、阅读效率以及
提高课堂内容吸收。思维导图在
英语教学中也实行“三图合一”
教学法。在小学英语学习中，词
汇、语法和阅读所占比重较大。
思维导图不拘于一种思维模式，
在英语的词汇学习中具有显著
作用；思维导图也可以快速理顺
英文语法关系，直观且明显；思
维导图也实现了点、线、面的有
机结合，促使学生更好地阅读和
理解英文文章。 (东阿县第三实
验小学 刘倩 袁霞 张艳丽)

思维导图在小学课堂中的应用

“倾听”就是“细心听取”的
意思。然而，当我们聚焦课堂
时，却发现现状不容乐观。那
么，该如何培养孩子倾听的习
惯 ?一是营造富有情趣的文化
氛围。在教室的墙上，贴上关于
倾听的名言。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暗示、引导孩子善于倾听，
化有限的空间为倾听的乐园；
二是老师要从自身做起，先学
会“倾听”。善于倾听孩子的心
声，与之产生共鸣，也促使学生

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三是明
确倾听的要求：要专心、耐心、
虚心、用心，做到“说”“听”“思”
并重，相互促进。“认真倾听”这
个习惯的养成，会是学生日后
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学生
感受到倾听的魅力时，课堂上
就不仅有活跃、热烈的讨论、争
论的场面，也有倾听和思考的
情形。学会倾听，会使学生真正
成为学习的主人。

(东昌路小学 许海英)

浅谈小学生如何学会倾听

为了进一步普及地震逃生
知识，提高师生的紧急避险、自
救自护能力，掌握地震来临时的
逃生方法，近日，东昌府区柳园
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了地震逃
生演练活动。

演练前，各班教师对幼儿进
行了安全教育，讲解地震自救及
逃生的小知识，帮助他们熟悉应
急避震的方法。第一声警报响
起，教师立即组织幼儿以最快速

度躲避到活动室内的安全区域。
第二声警报响后，教师组织幼儿
快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

整个演练活动井然有序，教
职工分工明确，沉着冷静，孩子
们临危不惧，乖巧听话。本次防
震安全演练，使幼儿园全体师生
树立起忧患意识，积累了集体疏
散、应急组织等实战经验，达到
了预期目标，起到了良好的效
果。 (张静)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防震演练

为加强疫情期间对学生心
理疏导，帮助学生做好心理调
适，提升心理育人工作实效，东
昌府区风貌街小学积极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月系列活动，通过形

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增强师生心
理健康意识，普及心理健康知
识，提高学生的抗逆力和生命意
义感，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
氛围。 (风貌街小学 李焕霞)

东昌府区风貌街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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