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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卫生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是人民政府赋予

民政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责。自该工作实施

以来，我市市救助站及船山区救助站共救治

流浪精神病人 621 人次，截止 2018 年底，仍

有 18 名无法查明到家人及住址的精神病患

者在市精神卫生中心（市特殊救助对象救治

安置中心）住院治疗。

根据《四川省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

工作规范》、《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流浪乞讨

病 人 救 治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 的 通 知》之 规

定，对该 18 名无法查找到家人的受救助对

象向社会公告查找，其基本信息如图片公

示。请有走失精神病患者的家庭或社会知

情人士，见报后到市救助管理站、船山区救

助站、市精神卫生中心（市民康医院）核实情

况。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25-2321202、2711550）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广告 遂宁市救助管理站 船山区救助管理站 遂宁市精神卫生中心

关于公开查找 18名流浪精神病人的公告

无名氏608，男，约20岁无名氏 615,女，约 30 岁无名氏611,男，约65岁 无名氏 614,男，约 50 岁 无名氏 613,女，约 68 岁 无名氏 612,男，约 55 岁 无名氏 609,男，约 16 岁 无名氏 610,男，约 60 岁 无名氏 603,男，约 40 岁

无名氏 602,女，约 51 岁 无名氏600,男，约60岁 无名氏 594,女，约 20 岁 无名氏 592,男，约 40 岁 无名氏 580,女，约 60 岁 无名氏 579，女，约 65 岁 无名氏 540,女，约 40 岁 无名氏535，男，约70岁 无名氏 523,女，约 50 岁

深入基层 将健康送到千家万户

当天上午 8 时 20 分，市第三人民医院副

院长宋光辉带领医院外科、骨科、肛肠科、眼·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4 个科室的 12 名医护人

员，驱车来到船山区保升乡开展义诊活动。

义诊当天正逢保升乡赶集。听说市第三

人民医院的专家要来义诊，村民们早早就来

到义诊现场等候。医务人员一下车就立即为

早已等候在现场的村民进行诊疗。他们结合

专业特长，热情接待看病的村民，仔细进行检

查，同时进行健康知识讲解以及健康扶贫优

惠政策宣传。

68 岁的唐秀珍因腰麻、手脚麻，走路蹒

跚，怕麻烦也就没有去医院做过正规的治

疗。测量血糖后，专家初步诊断为糖尿病。

“不是专家义诊，我还找不到我这身毛病的病

因。”唐秀珍按照专家开的方子到保升乡卫生

院买了控制血糖的药物。

专家查房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慢阻肺要注意预防呼吸道感染……”市

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感染性疾病科副

主任钱晓玲义诊后到保升乡卫生院住院病区

查房，钱晓玲对查房患者叮嘱道。根据查看

病例和查体情况，钱晓玲提出了指导性治疗

建议，卫生院医师唐利珍将其意见纳入患者

医嘱。

“患者的情绪、饮食对于疾病的治疗都有

很大影响，作为护理人员要做到优质服务全

覆盖……”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唐欣

查看卫生院病区护理情况后，与卫生院护士

翟雪分享护理体悟。“护士不只是为患者打打

针、输输液，还需要注意患者心理的变化，做

好治疗期间的生活起居。”唐欣说。

敬老爱老 为孤寡老人健康体检

当天，宋光辉还带领医护工作者来到保

升乡敬老院，现场为 50 余位老人们进行测血

压、血糖等健康检查。同时，ICU 护士长夏慧

针对各种老年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向老

人们进行了宣讲。活动期间，医护人员还针

对每位老人的健康状况向敬老院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反馈并提出护理建议，使在院的老人

们和工作人员深受感动。

得知敬老院住着有一名糖尿病患者，义

诊专家特别重视。“餐后 2 小时血糖 7.2mmol/
L，你的血糖控制得很不错。”夏慧为敬老院糖

尿病患者雷彰全老大爷测血糖后，叮嘱其要

按时服用降血糖药，低盐低脂、控制饮食。“今

天非常感谢医院的医生们给我做了检查。听

医生的话，我会按时服用降血糖药，爱惜身

体。”雷彰全乐呵呵地说道。

记者手记

据了解，本次医院“精准扶贫下乡巡回医

疗”3 月将前往保升乡、桂花镇、龙凤镇、老池

乡、唐家乡、仁里镇、永兴镇、白马镇，4 月前

往复桥镇、河沙镇、横山镇、西宁乡、西眉镇、

玉丰镇、新桥镇、金桥乡、三凤镇，5 月义诊医

疗队伍将到吉祥镇、回马镇。

现场义诊、敬老院义诊、查房会诊、健康

宣传……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者们用行动诉

说着医者仁心，他们把健康送到最基层、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送进千家万户。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市第三人民医院启动为期三月的“精准扶贫下乡巡回医疗活动”

精准扶贫巡回医疗再起航 送医下乡暖人心
又是一年春来到，3 月 6 日上午，

伴着绵绵细雨，市第三人民医院“精
准扶贫下乡巡回医疗”队伍来到了船
山区保升乡义诊，此举拉开了一年一
度的“精准扶贫下乡巡回医疗”活动
序幕。

据悉，今年的精准扶贫下乡巡回
医疗活动为期 3 个月。将陆续在船
山区、安居区、蓬溪县、大英县、经开
区的相关乡镇开展义诊，医院通过此
举希望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提供医疗
卫生服务和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高
服务能力。

ICU 护士长夏慧为敬老院老人测血糖
急诊科主任、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钱

晓玲在乡镇卫生院查房

义诊现场

博爱送万家
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2018 年 1 月 12 日，市红会启动 2018 年“红

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在 2018 年的“博爱送

万家”活动中，市红十字会共筹集了 18.93 万元

的资金、物资，用于市、区县红会在元旦、春节

期间集中走访慰问贫困户、留守学生、残疾人、

孤寡老人、大病患者等，使他们感受到节日的

温暖和党和政府、社会的关怀、关爱。

健康光明行
让患者重见光明

市红会与重庆爱瑞阳光眼科医院集团、遂宁

爱瑞阳光眼科医院联合开展“健康遂宁光明

行”活动，于 2015 年启动实施。2018 年 1-3 月，

该活动对全市城乡约 2 万名群众进行了免费眼

病筛查，并对其中 94 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减免费

白内障复明手术，总减免额 18.55 万元对全市

城乡群众进行免费眼病筛查，并对其中白内障

患者实施减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大病医疗救助
托起生的希望

市红会积极筹资对向该会申请救助的 3 人

(1 例肝癌，2 例尿毒症 )给与人道救助，资助金

额 0.8 万元人民币；向四川省红十字会申请人

道救助 3 例，获救助金额 0.84 万元人民币。向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申请小天使基金 15 人，天使

阳光基金 1 人。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小天

使基金获得救助 11 人（包括 2016 年申请 1 人，

2017 年申请 7 人），救助金 33 万元人民币，另有

2 人获得白血病移植后救助，救助资金 4 万元

人民币；天使阳光基金获得救助 2 人，救助金 6
万元人民币。

知识培训
提升医务救护技能

2018 年，在第 71 个“世界红十字日”之际，

市红十字会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市紧急医疗

救援中心在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以“师生

健康、中国健康”为主题的大型宣传培训活

动。活动包括现代救护知识讲座、组织有奖问
答、现场急救演练等。活动中，还对卫生救护
培训、造血干细胞捐献、器官和遗体捐献进行
了宣传，发放有关宣传资料 500 册。学校师生、
红十字会、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共约 160 人参与
活动。

救护培训项目是一项系统工程，把实事项
目做实需要全面规划并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
来保障，市红十字会和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在
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学校园宣传卫生救
护培训的意义，推动卫生救护培训进社区、进
机关、进企业、进学校。2018 年市红会争取到
6.5 万元财政专项资金用于该项目急救员培
训。截至 2018 年 11 月，遂宁市红十字会在全
市医务工作者、教师、社区工作人员中选派 101
人参加省红十字会组织的应急救护师资培训，
并取得师资证书，并保证每个区县红十字会均

有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并取得师资证书，为长期

开展群众应救救护知识的培训打下了基础。

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旬，我市完成应急救护员

培训 1802 人，普及培训 7330 人。

（刘玉林 全媒体记者 黄尧）

本报讯（廖阳 全媒体记者 黄尧）3 月 7
日，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侯勇带领医院研究生

义诊服务团前往安居区三家镇，在三家镇中心

卫生院开展为期一天的义诊服务。

为了丰富乡亲们的医疗知识，除了开

展义诊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答题领奖品环

节，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积极响应。义诊

结束后，市一医院研究生义诊服务团与三

家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们共同查房，为身

患肺心病的患者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3 月 6 日，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开展了以“健康扶贫、专家

支医、巡回医疗”义诊活动，为船山区复桥镇

市民送上健康“大餐”。

活动现场，护理人员免费为市民测血

压、血糖，医生围绕优生优育、出生缺陷预

防、产后康复等相关知识，提醒备孕妈妈积

极参与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期做好孕期

保健、产前筛查，增补叶酸、主动接受预防

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等健康咨询，

并嘱咐宝妈们产后善待自己，及时康复，防

止后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为更好

地关爱女性健康，3 月 8 日上午，市中医院

在步行街院区开展“美丽人生健康同行”大

型义诊活动，来自妇科、产科、内分泌科等

科室的医护人员为前来就诊的市民提供了

细致温馨的服务。

本次义诊免费测量血压、血糖 120 人

次，咨询问诊 80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300
份，并赠送护手霜 100 支、创可贴 50 盒。

活动当天还开通了“健康四川服务”线

上线下互动，通过微信小程序“健康四川服

务”可直接挂市中医院专家号，线上挂号、

线上问诊，处方药直接送到患者手中，就医

更便捷。据悉，“健康四川服务”与市中医

院共同打造的互联网医院，有眼科、耳鼻喉

科、针灸康复科、妇科、内分泌代谢病科等

5 个科室 22 个医生坐诊“健康四川”，自 3
月 4 日起，每名医生每天开放免费义诊号 5
个，截至 3 月 10 日，“健康四川”上市中医院

共开放 770 个义诊号。

市第一人民医院

研究生义诊服务团赴三家镇开展义诊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

开展“健康扶贫 专家支医 巡回医疗”义诊

市中医院

开展“美丽人生 健康同行”义诊

博爱送万家 实施人道救助

市红十字会助力健康遂宁建设
2018 年，市红十字会持续开展“博爱送万家”，广泛实施人道救

助。在该活动中，市红十字会共筹集了 18.93 万元的资金、物资，用于

市、区县红十字会在元旦、春节期间集中走访慰问贫困户、留守学生、

残疾人、孤寡老人、大病患者等，使他们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党和政

府、社会的关怀、关爱。与此同时，市红十字会为助力健康遂宁建设，

开展了多项活动，为健康遂宁建设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