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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 日，普陀区召开 2017 年卫生计生

工作会议，区委副书记孙萍出席并作讲话，副

区长张伟主持会议。会上传达了 2017 年国家

卫生计生工作会议、 上海市卫生与健康大会

和 2017 年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反腐倡廉工作

的会议精神，并部署 2017 年区卫生计生委重

点工作。

孙萍副书记指出， 区卫生计生工作着眼补

短板、优特色、提内涵，以基层为重点，以深化改

革为动力，聚焦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狠抓工作

落实， 取得了实效。 对于 2017 年卫生计生工

作，要认清形势，牢固树立大健康的理念，推动

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发展。要把握关键，深入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要抓社区基层，构建完

善健康为本、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秩序；抓公立

医院， 构建完善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医疗机构运

行模式；抓医养结合，构建完善全面覆盖、多方

参与的老年护理体系。要守住底线，不断提升卫

生计生事业发展水平， 守住公共卫生防控的底

线、守住巩固国家卫生区工作的底线、守住行风

建设的底线。

李文秀主任工作报告指出,� 在区委、区政

府的领导下，在各部门、街道镇和社会各界的支

持下， 区卫生计生系统 2016 年实现了 “十三

五”的良好开局。 2017 年，将继续紧紧围绕卫

生计生改革和发展重点， 推动健康服务策略从

以治疗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 提升法制化

和规范化管理水平， 全面推进落实卫生计生事

业“十三五”发展各项任务，重点抓好三项工

作。 一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大力推

进公立医院改革和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有

序开展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加快卫生资源配

置优化。 二是全面推动落实各项重点工作任

务。 加快“健康普陀”建设，守住公共卫生健康

底线，加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推动计生服务

管理改革， 深化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工作，继

续实施“科教兴医、人才强医”战略，强化卫生

计生全行业监督管理。三是围绕中心工作，着力

提升党建、党风廉政、精神文明和干部队伍建设

工作水平。

区人大教科文卫工委、 区政协教科文卫体

委员会、区公立医院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区卫

生计生委、各街道（镇）、各医疗机构有关领导，

区卫生计生系统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离退休老同志和职工代表等参加会议。

委办公室 李倍勤

2017年区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召开

3月 23 日，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与普陀

区卫生计生委合作共建普陀区长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签约仪式，在普陀区政府举行。 复旦

大学副校长、 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教授，

WONCA（世界家庭医生组织）亚太区常委、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全科医学系主任祝墡珠

教授，市社区卫生协会副秘书长陈冬冬，普陀

区副区长张伟，以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相关

处室负责人、专家、区府办、长风街道的领导、

区卫生计生委全体班子成员和职能科室负责

人、区属各医疗卫生单位的分管领导、长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领导班子和部分职工代表等

50 余人出席签约仪式。 仪式由区卫生计生委

党工委书记马理路主持。

仪式上，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和普陀区卫生

计生委共同签署合作共建普陀区长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协议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全科

医学祝墡珠工作室”正式揭牌。

桂永浩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 此次签约共

建开创了高校和区域在基层卫生领域合作的新

模式， 学校将全力帮助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打造以医疗、教育、科研为支撑的新型社区卫生

服务品牌，培养优秀的全科医生，成为居民“家

门口的好医院”。

张伟副区长指出，举行共建签约，既能体现

出普陀区“以基层为重点”的发展理念，也凸显

了复旦大学医学院“共建共享”的责任担当，此

次签约是对人才培养阵地的再拓展和人才培养

模式的再创新，是医学院校优质的医疗、教学和

科研资源的深度下沉， 是解决全科医生数量短

缺和提高全科团队服务能力的重要抓手， 有助

于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提升社区卫生

服务能力，造福区域百姓。

委办公室 梁娅

开创高校和区域基层卫生领域合作新模式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与区卫生计生委签约共建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月 31日， 普陀区迎接国家卫生区

复审宣传暨“健康万步行”活动启动仪式

在长寿公园举行。 市卫计委健促处处长、

市爱卫办副主任唐琼，以及区府办、区卫

生计生委等相关部门领导出席活动。

活动中， 区巩固办督导组发起迎接

国家卫生区复审的倡议，上海市测绘院代

表进行响应，区环卫工人代表上台进行宣

誓。 出席领导为爱国卫生志愿者代表颁

发志愿者帽子，并为参加“健康万步行”

的各支队伍授旗。 区卫计委主任李文秀

宣布活动启动。 随后，市级健康单位的参

赛队伍开展了“健康万步行”实地健走。

活动现场还设立的医疗门诊咨询、

戒烟门诊咨询、疾病防控咨询、垃圾分类

宣传。

区爱卫办 严明旻

迎接国家卫生区复审宣传

暨健康万步行活动启动

3月 29 日下午，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曹

卫东调研区卫生计生工作。 区卫生计生委全体

班子参加调研。 领导一行实地察看了曹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听取了区

卫生计生委总体情况、2017 年重点工作及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专题汇报。

曹卫东书记充分肯定相关工作并指出：区卫

生计生党工委工作思路清晰，党管干部、党建引

领发挥了重要作用；行政工作有特色、有创新，自

选动作惠及百姓，患者满意度、获得感充分体现；

党风廉政建设注重机制建设，廉洁风险防控及督

导巡查工作特色鲜明、针对性强，对上级纪委的

要求有落实、有延伸，工作成效显著。

对下一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曹卫东书记

提出三点意见。 一是要进一步压实 “两个责

任”，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二是要结合卫

生计生行业特点、聚焦重点，加强风险防范和廉

政教育，发挥好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三是要继续

狠抓作风建设， 持续加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落实。

纪检监察科 黄欲晓

3

月

1

日 ， 普陀区正式启动以

“贯彻《控烟条例》修正案，维护公众

健康权益”为主题的《上海市公共场

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实施宣传、执

法系列活动周序幕。 区卫生计生党

工委书记马理路、 长征镇党委书记

陈琦华、 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邓海

巨、 长征镇副镇长葛峰出席位于中

环百联购物广场的主会场活动 ，现

场为青年控烟志愿者授牌。 活动通

过向居民发起控烟倡议， 开展控烟

知识有奖问答、 文艺演出等形式营

造控烟条例宣传氛围。同日，各街道

镇、 部分医疗卫生单位共设置宣传

分会场

23

个。

区爱卫办 严明旻

《控烟条例》宣传执法系列活动举行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曹卫东调研区卫生计生工作

聚焦重点压实责任 作风建设常抓不懈

召开争创迎检动员会

3 月 17 日，区卫生计生系统召开争

创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城区）、巩固国家

卫生区动员会。 会议由区卫生计生委主

任李文秀主持。 创建工作分管领导分别

作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城区）、巩固

国家卫生区工作部署。

区卫生计生党工委书记马理路作动

员讲话。 她指出： 一要高度重视创建工

作，增强敢创必成的信心。充分认识到创

建工作对我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牵引带动

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补齐短

板，凝心聚力做好各项工作。二要坚持问

题导向， 以创建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稳步

发展。要通过创建，全面推动卫生计生重

点工作，推进“健康普陀”建设，不断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三要加强体

制机制建设，切实增强创建工作合力。同

时要建立问题消耗机制，不留死角。

会后， 各区属医疗卫生单位分别开

展动员部署， 并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分

解目标责任，营造创建氛围

委宣传科 秋荍

普陀区二、三级公立医院签约

3月 15日上午， 普陀区召开“2017

年区属二、 三级公立医院年度目标责任

书签约会议”。 会上，普陀区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鲁威就 2016 年区属二、 三级公

立医院综合评价情况、 病种分析情况等

进行了介绍。区卫生计生委与区属二、三

级公立医院责任人就 2017 目标责任书

签订及医院管理现状进行了交流。 李文

秀主任代表区卫生计生委与各医院院长

共同签订了 2017 年度目标责任书。 最

后，李文秀主任要求区属二、三级医院要

认清形势， 发挥目标管理责任指标的

“指挥棒”作用，既要促进精细化发展，

也要有“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在竞争

环境下促进医院良性健康发展。

委医管科 牛晓芬

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城区）

巩固国家卫生区



忠信无倦而天下无失

“拾金不昧”

失物招领服务站授牌

3月 3 日， 曹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

“海豚信用” 品牌负责人正式对接， 进行

“拾金不昧” 失物招领服务站授牌仪式，正

式成为“海豚寻物失物招领点”。作为 2016

年十大诚信公益项目之一的“海豚寻物”其

功能是一个失物招领信息的移动发布平台，

用户通过手机 APP 注册信息后就可以在平

台上及时进行丢失、捡拾、发布、联系等一系

列需求操作。“忠信无倦而天下无失”，曹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幸为此搭建了一座失

物招领的“桥梁”，希望通过小小善举，温暖

更多人。

曹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慈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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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讯

3月 30 日，“妈咪宝贝帮” 健康支持公

益项目在区妇婴保健院孕妇学校正式启动，

这一由市儿童医院、 区妇婴保健院和上海师

范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联合构建的项

目将从家庭、医院、社会等方面给予准妈妈支

持，率先探索“健康上海”妇儿类大健康综合

教育的新模式。

首先是项目强化服务针对性。 上海师范

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主任沈黎指出，

很多新手父母在迎接新生命到来时没有做好

充分的心理准备， 孩子出生后就显得无所适

从。“从妈妈怀孕开始，家庭成员的心理、家庭

关系等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变化， 需要提前

对准妈妈进行辅导， 让她们对未来的生活有

所了解， 比如孩子出生后如何适应角色的转

换，产后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处理等，通过

提前辅导，可以让准妈妈们提前进入角色，对

可能遇到的生理、心理变化早做准备。 ”

“妈咪宝贝帮”健康支持公益项目目前

将给予 50组参与家庭孕期到新生宝宝满 12

个月期间的全程专业、个性化健康保健指导，

所有参与家庭均为自愿报名、免费参加。

其次是重视孕产家庭“身心”健康。孕妇

怀孕后心理压力很大，早孕阶段担心流产，孕

中期担心孩子健康，孕晚期纠结生产方式，加

上首次照顾新生儿、 产假后职场和家庭的关

系处理都会引发孕产妇的焦虑。 沈黎和硕士

生导师吕静淑将传授关于如何自我察觉怀孕

后心理变化的疏导课程。 区妇婴保健院的

“孕妇学校”在启动“妈咪宝贝帮”健康支持

公益项目后，将从“重生理、轻心理”转变为

“身心兼顾”，除区妇婴保健院“孕妇学校”

和市儿童医院“家长学校”的品牌课程外，还

将安排专业心理疏导、 音乐舒缓及亲子互动

等活动，通过专家授课、家庭互助、社工参与

等方式， 帮助年轻的父母学习正确的孕育知

识，缓解焦虑情绪，树立孕育新生命的信心。

第三是探索妇儿类大健康综合教育新模

式。《上海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十三五”

发展目标和任务》明确要求围绕儿童健康管

理， 实现从以疾病治疗为主向以健康管理为

中心转变，特别是《健康中国》和《健康上

海》规划相继出台，更是反映出今后国家公

共卫生政策将从以治疗为主，向以预防为主、

以健康管理为核心的“大健康” 理念转变。

“妈咪宝贝帮”项目就是在新形势下，整合社

会资源， 尝试和探索创新健康教育模式。 以

“妈咪宝贝帮”项目为起点，三家合作单位将

在普陀区率先试点打造妇儿类大健康综合教

育的新模式，将服务从准备怀孕前、怀孕中，

延伸到宝宝 0-12 月、1-3 岁、3-6 岁等阶

段，以医务社工小组工作模式为载体，育儿健

康教育为核心，引入社工专业、心理专业等非

医疗资源，通过系列讲座传授育儿知识，缓解

新手妈妈焦虑、引导新手妈妈科学的孕育、育

儿观。

市儿童医院 钮骏

区妇婴保健院 王雅君

关爱老年困难巾帼先进

“护丽康”项目启动

区人民医院“妇女之家”

“巾帼文明岗联盟”成立

3月 24 日， 普陀区妇女联合会与区人

民医院联手启动“‘护丽康’暖心关爱老年

困难巾帼先进”项目。

启动仪式上， 区妇联和区人民医院双

方进行了项目签约， 医院向出席活动的巾帼

老先进颁发了“医疗绿色通道卡”。区人民医

院“妇女之家”、“巾帼文明岗联盟”也于当

日正式成立， 成为全区大口系统首家成立的

基层单位。仪式后，医院为巾帼先进代表们提

供医疗咨询服务。

区人民医院 张淼

试水多点执业 贴近老人需求

甘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

跨区交流 取长补短

区卫监所赴静安参观学习

为了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工作， 提升

行政审批工作能力，3 月 8 日下午，区卫生计

生委监督所赴静安区卫生计生委监督所进行

参观、交流和学习。

在交流会上，静安区卫生计生委监督所

所长从业务培训、服务理念、和操作流程等

几个方面做了详细介绍。相关业务科室就行

政审批工作中遇到的难点、疑点问题交换意

见，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我区卫监所监督员

认真总结并学习兄弟区县单位在行政审批

工作中经验， 进一步扎实做好基础工作、营

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规范设计和操作审

改工作， 推动行政审批工作不断创出新水

平。

区卫生监督所 董元菊

“妈咪宝贝帮”健康支持公益项目启动

探索妇儿类大健康综合教育新模式

3月 17 日，甘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师前往颐和爱心敬老院开展首次多点执业

合作。

为深入推进甘泉街道医养结合工作，近

日，甘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位医师完

成了在甘泉辖区颐和爱心敬老院开展多点执

业的注册。 17 日，与颐和爱心敬老院签订了

医师多点执业协议书。 今后，这 5 位医师将

作为颐和爱心敬老院内设医疗机构的医务人

员开展执业， 以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与家

庭病床服务模式为基础， 通过每周半天的诊

疗服务，保障老人及时、方便就医，让医养结

合服务更贴近老人需求。 在实践过程中双方

初步确定并优化调整相关流程。

开展多点执业有利于整合优化医疗资源

配置， 同时对协助敬老院医疗机构设置及提

升敬老院的专业服务能力都将起到促进作

用。 老人家属表示：医生查房时，带上老人的

医保卡就可以直接开处方， 这种方式真正方

便了病患。

甘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程冬梅

图片新闻

近日，区疾控中心团支部开展“业务知识小课堂暨

1628

诗词大会”主题团会活动，让青年职工交叉了解

不同条线业务工作，增强青年凝聚力，促进形成工作合

力。 该活动将每季度开展一次。

2017

年

3

月

16

日， 青海省卫生计生委来到桃浦镇第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对医院和毗邻养老院的医养结合工作进行了参观调研，双方围绕

医养结合工作现状和发展前景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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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声护事

人生如果按秒计算也许很长，甚至很漫长，

而发生在 66 岁王先生身上的故事是心脏连续

停摆 10秒！

3月 14日傍晚，王先生感觉胸闷不适，开始

还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休息下会好的。 但事与愿

违，胸闷、胸痛不仅没有好转还在加重，王先生终

于有些担心来到医院急诊。 急诊预检台一听是

胸闷、胸痛，赶紧把他扶到抢救室。刘旭静医生立

刻为其做心电图检查，提示下壁急性心肌梗死表

现。 马上请范强主治医生协助抢救，在排除相关

禁忌症后，根据心肌梗死治疗指南给予患者阿司

匹林、氯吡格雷、低分子肝素等治疗。党宗彦副主

任看到情况仍然危急，即刻请示何再明主任，立

即静脉溶栓，打通堵塞冠脉挽救心肌！ 范医生立

即与家属谈话沟通，耐心解释静脉溶栓治疗急性

心肌梗死的良好效果及潜在风险。

溶栓药物一滴一滴地进入患者血液， 一双

双眼睛盯着心电监护，虽然除颤仪已经准备好，

但他们担心暴风骤雨随时会来。 静脉溶栓 27

分钟，突然心电监护仪上出现了长长的直线。停

搏！ 1秒、2秒、3秒……还没有复跳！“先生，你

哪里不舒服吗？ ”范医生问道。“没有，咋啦？ ”

患者说。“没事、没事”大家安慰道。直到 10秒

钟心电监护仪上才再次出现患者正常心跳波

形！范医生已经准备进行胸外按压了，刘医生也

准备电除颤复律了！“复跳就好，复跳就好！”他

们激动地说。这是冠脉再通，心肌缺血再灌注性

心律失常提示着溶栓有效。

古人云：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冠脉再

通所伴随的心律失常在溶栓没有结束前随时都

有可能发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医生们不敢有

一点松懈。 溶栓 31分钟时，患者再次发生了心

脏停跳。 1秒、2秒、3秒……10.8秒！ 这次患者

心脏没有复跳，伴随着意识不清、面色苍白、血

压测不出。 快抢救！ 立即胸外按压！ 不到 1分

钟，患者心脏复跳了，完美的窦性心律！ 这个正

常人都有的节律在此刻是如此的优美，医生、护

士和家人都松了口气。 王先生却说：“你们干嘛

这么奇怪的看着我？我现在好多了，胸口没有那

么痛了。 ”大家都笑笑说：“没事，没事，这说明

溶栓效果很好”。 可患者的家人已经在旁边偷

偷地抹眼泪，他们知道，医生又一次从死神手里

救回了亲人。

静脉溶栓作为快速打通心脏血管的举措，

能行之有效挽救心肌、挽救生命。急诊医学科在

何再明主任带领下开展静脉溶栓 11 年， 每年

成功实施静脉溶栓近 30例次。 目前，区利群医

院急诊协同神经内科、 心内科已经加入上海市

卒中中心、胸痛中心网络，必将更好地为普陀区

西部民众保驾护航！

区利群医院 肖武强

我是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全科医

生，主要负责眼耳鼻喉科日常门诊工作。

王阿姨是一位退休老教师，今年 73 岁，身

体各方面都很好， 讲话铿锵有力， 走路精神抖

擞，做事干净利落。 但即便如此，她每周都要到

我这里报到。 为什么呢？

王阿姨是我的“老”病友———从我来医院

眼科上班第一天开始就接诊她，每周一次。她到

底看什么病，看了这么久还没有看好？王阿姨得

的是右眼倒睫。 倒睫， 顾名思义是睫毛倒置生

长，是指睫毛向后方生长，以致触及眼球的不正

常状况。那它会引起什么不舒服吗？ 当然有，听

说过眼里容不得沙子这句话吗？ 用王阿姨的原

话说就是：“右眼不停流眼泪，总感觉眼睛里长

了很多根刺，眼睛总是眯着睁不开，经常眼睛发

红。 ”在倒睫长期的摩擦下，结膜充血、角膜上

皮点状或者弥漫性损伤， 或者角膜上皮部分脱

落，角膜浅层混浊、角膜新生血管、角膜血管翳、

角膜上皮变厚、角膜上皮角化、角膜溃疡，角膜

白斑导致视力下降甚至严重者导致失明。 后果

是不是很严重！那怎么治疗呢？对于成人不伴有

眼睑内翻的数量较少的局部性倒睫， 常用的处

理方法如下：

1、拔除法：倒睫数量不多时可以直接用睫

毛镊拔除，简单有效，但是由于睫毛的毛囊并没

有破坏，1-2周内易复发。再次长出的睫毛会更

粗更硬，刺激角膜，因此拔除只是在条件简陋没

有其它办法的情况下， 或者在其它方法都尝试

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

2、电解法：电解破坏毛囊并拔除，有时需

要反复多次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成功率 10～

20%左右。

3、冷冻治疗：可以解除众多的倒睫，潜在

的并发症有： 皮肤的色素脱失， 术后的睑缘切

迹，对睑板腺的损害和对泪膜稳定性的影响。

4、激光治疗：激光分离术，对少数散在分

布的倒睫是有效的。

5、显微镜直视下手术切除毛囊治疗：可在

显微镜直视下将毛囊切除；若倒睫数量多，可楔

形切除或前板层切除， 对于其他方法无法处理

的局部成簇的倒睫有效。

王阿姨是右眼角数量较少的局部性倒睫，

适合的方法如上所述。 在我这里只能用第一种

方法解决她的倒睫。那大家又要问了，其他方法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每周都来拔倒睫多麻烦！

大家说的没错，可是，王阿姨这只右眼还有其他

故事呢。

2005年 9月的一天王阿姨突发右眼失明，

在五官科医院检查出右眼黄斑裂孔，孔很大，先

后做过 3 次手术，都未曾复明，这对王阿姨的

生理和心理带来巨大创伤。 她的这只眼睛倒睫

是从 2009 年开始的，右眼无视力，长期废用，

上眼睑肌肉萎缩松弛造成眼睑内翻致倒睫。 我

曾好几次建议王阿姨手术治疗， 我跟她一提起

手术等字眼她就吓得哆嗦， 所以就选择让我帮

她拔除倒睫。 每次我都会非常用心拔出那几根

倒睫，尽量连根拔起。 要是不小心拔断，一两天

就会长出来，刺痛眼球，眼睛睁不开，很难过。一

年多来，王阿姨在我诊室来了上百次，我也做到

上百次让她满意回家。

可是， 最近我发现王阿姨右眼总是有很多

分泌物，叮嘱她注意用眼卫生，按时滴药水。 然

而，由于睫毛的反复刺激结膜和角膜，结膜炎比

较难以治愈，常常容易反复发作，流泪，分泌物

常时有出现。 我又在想会不会长期慢性结膜炎

导致泪道阻塞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帮王阿姨进

行了泪道冲洗的操作。 果真冲洗出大量黄色粘

稠状脓性分泌物。 之后嘱咐王阿姨滴消炎药水

加热毛巾右眼热敷。 1周后，王阿姨再次就诊时

右眼未见分泌物，她自己感觉眼睛非常舒服，不

胀不黏，能够睁开、睁大眼睛了。

王阿姨手舞足蹈描述着自己的感受， 每个

字眼都流露出满足的心情。 此刻的我陷入了深

思：病人来医院是想解决困扰在身上的问题，我

们需要弄明白的是“他为什么来医院”和“他

为什么现在来医院”，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生理

上，我们都应该尽量做到让患者满意。“想病人

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设身处地，所有的问

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这就是我和王阿姨之间的那点事， 以后还

要继续。希望王阿姨越来越健康，眼睛越来越清

楚；希望自已时刻保持一颗医者仁心，面对医学

精益求精，勇于探索。

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宋建玲

10秒钟的煎熬与起死回生的复跳

儿保来了“小洋人”

怎么交流有“学问”

“咚咚咚”， 伴随着急促的脚

步， 儿保医生陈跃凤一路小跑冲进

综合办公室，喘着气问到：“有谁英

语好啊？ 紧急求助。 ”原来，儿保当

天有个外国小朋友体检， 但他的妈

妈中文不好，互相不能理解，所以小

陈医生就跑来求助了。

想到去年桃浦第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新引进了二名硕士学历的全

科医生， 办公室立即请康复科的汤

蔚蔚医师前来相助， 从登记询问过

敏史开始全程陪同。

她们的英文发音听上去有点

怪， 汤医生估计她们不是来自母语

是英文的国家，只能边听边比划了。

随后，陪她们来到二楼的化验室，小

朋友还挺勇敢的，扎了一针也没哭。

验完血后， 又回到了儿童保健

门诊，拿着阿姨给的大苹果，小朋友

满足的表情溢于言表。

体检完成了以后， 和阿姨说拜

拜啦！

经了解， 这名外国小朋友和他

的妈妈来自比利时， 这次在上海准

备上幼儿园， 到中心来做常规的入

园体检。 桃浦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务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给她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桃浦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祝婕

我和王阿姨的那点事

初春的上海， 仍是春寒料峭， 有这样一位

“孕护员”，冒着寒风、骑着电瓶车穿梭在石泉街

道的社区里，为每一位符合要求的老人做长期护

理保险的评估。她就是石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长期护理保险评估工作负责人贺晓丹医生。

今年春节长假过后， 石泉街道长护险的申

请人增加很多，评估工作量激增。 2月中旬在石

泉街道领导的召集下，相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

查找评估工作的困难和解决办法。 贺晓丹医生

作为普陀区第一批取得证书的 B 类评估员及

中心长护险评估工作的负责人， 不顾自己刚刚

怀孕的身体， 反复与民政评估负责人探讨工作

细节和流程， 利用下班后的空余时间在单位里

准备评估材料。家人电话催促她回家休息，她一

边微笑着解释，一边不停地整理资料，直至深夜

准备工作全部完成，才走出医院大门。在贺医生

精心梳理和合理安排下， 两天内顺利完成评估

62人，其中敬老院申请者全部完成评估。

普陀区的长护险试点工作还在进行， 评估

工作第一线上， 还有许许多多像贺晓丹医生这

样的评估员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青春。

石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赵蕾

美丽孕妈妈 助推长护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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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筒

志愿服务 让医者和百姓心连心

“学雷锋、树新风”的理念已经逐步渗透到每一位志

愿者的细胞中。今年，恰逢“健康申城 和谐普陀”大型义

诊活动十周年，在区委、区府以及市、区团委领导的见证

下，申康集团、区卫生计生系统团干部和青年医务志愿

者们回顾了十年的感人瞬间，表彰了优秀志愿者和组织

奖，并为区域居民献上一场规格较高的大型义诊。

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巩固国家卫生区相关工

作，系统各医疗卫生单位着力开展精彩纷呈的志愿服务

活动

40

余项，汇聚医务志愿者、社会志愿者力量服务

全区百姓，着力建设同心家园。

委宣传科 团工委 秋荍

芬芳属于坚强的医务女职工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07周年系列活动举行

朗诵赏析活动后，区医务工会趁热打铁举办“圆艺术

梦想 步文化殿堂”朗诵技巧培训讲座，基层医疗卫生单

位

40

余名演讲朗诵爱好者参加了讲座，受益匪浅。

区医务工会开展“圆艺术梦想 步文化殿堂”普陀医务职工插花

培训，主讲人从花语、花的养护、插花技巧为学员们讲解示范，学员们

在欢快的氛围中完成一束束春意盎然，清新别致的插花作品。

3月 2日，区卫生计生委举办“诵咏迎春 声情吐芳”朗诵

艺术品赏，拉开了系统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序幕。 系统医疗

卫生单位女领导、女先进、女职工代表近 200人参加，党工委特

邀上海故事广播《档案揭秘》主持人齐歌以基础知识、经典案

例分享和互动朗诵等形式提升女职工艺术品位。随后举办的朗

诵培训班、插画艺术培训班深受广大医务职工欢迎。 系统女职

工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落实医改、立足民生，为推

进“健康普陀”、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作出积极贡献。

系统各医疗卫生单位纷纷以烘焙、健康菜肴比拼、绘画、

插花交流等多种形式庆祝国际妇女节。

区医务工会 王新梅

防聋治聋 送医上门

医务志愿者敬老助老活动

义务科普和医疗咨询让百姓收益

共享单车 倡导文明志愿行动

志愿者全心全意提供耐心细致的服务

多单位联合义诊下社区

健康公益骑行活动

“健康申城 和谐普陀”大型义诊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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