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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手术第二天就能看见了，真的很

幸福，安居区人民医院眼·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的医生医术精湛 ,让我重见光明 ,太感

谢他们了 !”刚做完右眼白内障复明手术的

贺群英连声称赞。

3 月 12 日 ,家住石洞镇的贺群英迎来了

她人生中的一件大喜事——区人民医院

眼·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成功为她实施白内

障复明手术，经过近一周的住院观察，贺群

英康复出院。

“自从得了这个病，眼睛看东西越来越

模糊，走路稍有不慎就要摔跟头……”记者

从区人民医院眼·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获

悉，今年 71 岁的贺群英于 2016 年 3 月左右

开始无明确诱因出现双眼视物模糊，常有

眼前黑影飘动，疲劳过后有眼胀感未进行

治疗，一年前视力严重下降，已影响正常的

日常生活，未采取任何治疗，于今年 3 月 6
日来院寻求治疗，临床诊断为双眼老年性

白内障。考虑到患者年事已高，科室全体

医务人员多次研究讨论，精心制定了详细

的手术和康复治疗方案，充分考虑所有细

节，确保手术万无一失。于 3 月 8 日对在局

部麻醉下的贺群英实施右眼白内障超声乳

化吸出+IOL 植入术，手术取得圆满成功，术

后贺群英康复良好，第二日右眼便重见光

明。

据了解，区人民医院眼·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着“一切以病

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理念，

从医院的普通科室到医院重点特色专科、

四川省眼科联盟成员单位。目前，科室有

医护人员 15 人，其中中、高级职称 5 人，设

施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年门诊 1 万多

人次，主刀手术 1000 多例。

“邓主任医术高超没得说，值得信赖！

加上我老伴和我，还有我们的母亲以及女

儿，我们一家有三代人患有白内障，全部都

在区人民医院做过白内障复明手术，并且

手术效果非常好。”采访中，贺群英的丈夫

王士学的一席话，令记者震撼。

记者从王士学口中得知，他俩 96 岁的

母亲也曾患有双眼白内障，因视力严重模

糊，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必须要人搀扶。为

了让母亲重见光明，安享晚年，2010 年王士

学就将母亲送往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无

奈当时的市中心医院未开展白内障超声乳

化吸出+IOL 植入术，偶然的一次机会，王士

学得知区人民医院已经开展该项手术，就

立即将母亲转入区人民医院，由科主任邓

宗兵任主刀医生，成功为母亲实施左眼白

内障复明手术，于 2015 年再次成功实施右

眼白内障复明手术。

“自从母亲重见光明以后，她行动也方

便了，在家种种菜不说，还到处走亲串门，

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做儿女的我们打心眼

高兴。”王士学告诉记者，区人民医院精湛

医术让年迈的母亲重见光明对他影响很

深，2015 年在得知自己也患有双眼白内障

时，毫不犹豫就选择在区人民医院进行左

眼白内障复明手术，同时还叫远在甘肃同

样患有白内障的女儿到区人民医院进行治

疗并取得成功。于 2018 年在区人民医院又

将自己的右眼进行手术。

“现在我老伴右眼视力逐渐恢复，等左

眼白内障成熟后再来医院治疗。”王士学

说，区人民医院的精湛医术令他震撼，自己

从来没有这样信赖过一家医院，现在自己

的儿子也患有轻微的白内障，待日后成熟

也要让儿子来医院治疗，同时还要将医院

妙手回春的医术告诉街坊邻里，让那些深

受白内障困扰的亲戚朋友早日脱离苦海。

“回去以后，要注意饮食清淡，禁止揉

眼，后续我们还将对你进行跟踪随访，眼睛

有什么不适要及时通知我们或者来医院检

查。”在得知贺群英康复良好即将出院这一

消息，科主任邓宗兵来病房进行最后一次

检查，并叮嘱贺群英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

保重身体。

话语一落，只见王士学主动上前紧紧

握住邓宗兵的双手，说道：“感谢区人民医

院，感谢邓主任，让我们一家三代重见光

明。”刹那间，一段暖意融融的医患之情充

满整个病房。

一句感恩，虽然简短，却字字真情；一

双老手，满是摺皱，却铿锵有力。这是患者

及家属对于区人民医院眼·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医护人员的肯定和认可，同时也鼓励

着区人民医院医务工作者不断提高医疗技

术、提升医疗服务，用一颗最真诚的心去爱

护每一位患者。

（全媒体记者 王超）

区卫监大队积极参加“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动

营造和谐医疗卫生消费环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3 月 15 日，区卫监

大队参加了多部门联合开展的主题为“信用让消费

更放心”的“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

动。

活动现场，卫生监督员对公共场所卫生、学校卫

生、医疗卫生、饮用水卫生等卫生法律法规和如何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进行了概述，着重讲解了“非法

行医”行为的识别及医疗美容的危害性，提醒广大

群众在就医时应选择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就诊，拒绝

非法医疗美容，鼓励群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卫生监督员还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现场解答。

本次宣传，共接受现场卫生法律法规咨询 40 余

次，免费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和好评。下一步，区卫监大队会继续将法治宣传与

日常监督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的权责意识和

风险意识，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从

源头上防止、减少违法行为，营造和谐、文明、放心

的医疗卫生消费环境。

区人民医院开展

“姐妹同心 踩走负能量”
趣味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为展现女职工的

别样风采，日前，区人民医院组织全体女职工开展

了“姐妹同心 踩走负能量”趣味活动。

赛场上，参赛女职工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运动

精神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场边观众的掌声、笑声、加油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

伏，赛场内外始终洋溢着团结、和谐、拼搏的良好气

氛。

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全体女职工紧张的临床工作

之余得到放松，还有助于培养医护人员团结协作意

识，增强医院的团队凝聚力，激发医护人员勇于进

取、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为 2019 年医院各项工作

高效有序开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守住孩子“舌尖上的安全”
持续开展学校食堂整治工作

3 月 14 日中午，记者来到思源实验学

校，学校食堂是学生们校园食品的重要集

聚地。于是，记者到该校食堂一探究竟。

令人欣慰的是，在该校食堂并没有看到脏

乱的后厨，而看到了干净的灶台，冰箱、消

毒设备一应俱全，厨师们正忙着做学生就

餐前的准备工作，前来吃饭的学生自觉地

排队打饭。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饮食安全问题对

我们来说尤为重要。构筑食品安全‘防护

墙’，撑起师生健康的‘保护伞’，这一点，我

们学校格外用心。”思源实验学校相关负责

人说，“学校严格按照有关部门的安排和部

署，确定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工作方针，

全面实行层层目标管理制度，严格实行‘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确保学生的校园食

品安全。”

“为保障在校师生饮食安全，切实提升

校园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在新学期开学时，

我们都会联合各有关部门，对全区各级各

校的食堂食品安全开展长期联合执法，进

行专项整治，坚决捍卫孩子‘舌尖上的安

全’，确保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区

教育和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据了解，针对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开学

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区教育和体育局

联合出台了相关文件，成立专项检查小组，

对全区范围内学校食堂开展隐患大排查行

动，重点检查索证索票、食品原料、操作过

程等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校长负责制、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建立情况和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等落实情况。

多部门严把食品安全关
杜绝危害食品流入校园

“请您出示一下食品采购单”“请把营

业执照让我们检查一下”……日前，在安居

小学校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教育

和体育局正在对校园周边经营学生食品的

小卖部、餐饮店、食品摊贩进行重点督察，

以油炸品、膨化食品等学生儿童喜爱购买

的品种为重点检查种类进行突击检查。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当场下达整改

意见书，并责令限期改正。

据了解，在新学期开学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区教育和体育局等相关职能部门

下大力气，对学校周边面向学生经营食品

的食杂店、餐饮服务单位、流动摊贩等儿童

食品经营场所进行了专项治理。“校园食品

安全问题的治理，任重而道远，需要各部门

长期努力。

加强食堂从业人员培训
筑牢学校食品安全防线

“食堂食品安全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

中之重，食堂工作人员必须增强责任意识，

严格按照要求、规范操作，确保学校食品安

全卫生；食堂管理人员要切实做到精细管

理，落实管理制度，严把进货关，食物出口

关，为师生的食品安全保好驾、护好航。使

食 堂 成 为 安 全 、卫 生 、文 明 的 学 生 之 家

……”3 月 14 日，石洞初中组织学校食堂从

业人员召开了食堂食品安全会暨食堂从业

人员业务能力培训会，与会人员学习了《食

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石洞初中食堂食

品安全管理小组及职责》；从食品采购查

验、消毒保洁、环境卫生、餐厨管理、留样试

尝、餐厨废弃物处置、高危食品原料、岗位

职责、法律责任等 9 个方面进行了相关培

训和要求。

石洞初中开展的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培

训会仅仅是全区各级各校加强学校食堂管

理工作的一个缩影。据了解，今年以来，全

区各学校严把食品入口关，以完善进货台

账、坚持索证索票、尽量定点采购、落实专

人监管为重点，防止假冒伪劣和“三无”食

品流入学校；加强食品加工各个环节、食品

留样的监管，严禁滥用和非法使用食品添

加剂。假期前，各校还通过加强食品安全

和健康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培养学生养

成良好的个人饮食卫生习惯。

同时，区各相关职能部门结合自身职

能职责，持续加强学生食品安全和健康饮

食教育，通过设置宣传展台、张贴宣传广

告和开展宣传进校园、进课堂等多种形式，

增强儿童、青少年的识假辨假、安全消费意

识及能力。同时，充分应用报刊、电视台等

传统媒体和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

体普及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向广大师生及

学生家长宣讲长期食用此类食品存在的健

康风险隐患，鼓励家长及社会公众对“三

无”产品及其销售者进行投诉举报，共同打

造安全健康的校园及周边环境。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 弘 扬 雷 锋 精 神 ，美 德 少 年 放 光

彩”。

3 月，是学雷锋活动月。3 月 20 日，

安居区东禅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到该镇

敬老院，为老人们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孩子们用自带的清洁用具，积极地

帮助老人整理被褥，打扫房间，并且满

怀热情地走到老人的身边，给老人们按

摩、捶背，嘘寒问暖，共话家常。同学们

纯真的表情、亲切的话语，使得老人们

乐不可支，其乐融融。

孩子们纷纷表示，此次活动增强了

大家的敬老爱老意识，让大家更加懂得

尊重老人、关爱老人、帮助老人，也提高

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传承中华

民族美德的信心，彰显了东禅小学少年

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

全媒体记者 黄焱 摄

区人民政府兼职督学
责任督学换届大会召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3 月 18 日，区人

民政府兼职督学、责任督学换届大会召开，对下步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据了解，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于 2014 年

3 月成立，2015 年 3 月聘任第二届专、兼职区政府督

学 24 名，聘期 3 年，设教育督导责任区 6 个；区政府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聘城区责任督学 4 名，本月

“两类督学”均已届满。此届，聘责任督学 25 名，兼

职 32 名，聘期 3 年。

今年，区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将以加强队伍建

设为基础，健全制度机制为主线，提高权威性、公信

力为抓手，创建“挂牌督导创新县”为重点，认真履

行督政、督学、评估监测职责，真督实导，促进教育

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践行“幸福安居 生态教育”教

育理念，推动安居教育再上新台阶。

安居一中开展
“文明校园行”主题班会展示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日前，安居一中

文明月主题系列活动之“文明校园行”主题班会展

示课在校学术厅举行。

本次主题班会，高 2018 级 9 班的师生以情景剧、

学生日常生活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现同学们的校园

言行，引发到场师生共鸣。校园情景剧《插队》中的

不良行为，引发同学们深入思考、积极讨论如何从

生活中、从细节处做一名礼仪文明的中学生，多位

同学畅所欲言，获得观摩师生的阵阵掌声。记录视

频《我们的一天》，近距离呈现同学们一天的生活，

引导同学们深入反思自身日常生活，以自省的方

式，提高学生自我认识的意识，增强学生约束自我

行为、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的动力。

通过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学生文明礼仪

教育，每一位同学自觉改正不文明行为，相互督促

帮助，做举止文明的一中学子，共同塑造安居一中

明礼、和谐的校园氛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为切实做好

2019 年度随机监督抽查工作，着力促进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近日，区卫监大队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19 日，对辖区内的 7 家

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

监督“双随机”检查工作。

本次监督检查人员与被监督单位均由国

家卫生计生监督信息平台随机生成，检查内

容包括：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水源卫生防

护情况；供管水人员持有效体检合格证明情

况；供管水人员卫生知识培训情况；涉水产

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水质消毒情况；水质

自检情况；农村水厂纳入卫生监督协管服务

情况。同时抽取水源水、出厂水和末梢水样

品送疾控中心检验室待检。对于本次检查

中出现的问题，大队卫生监督员当场出具了

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水厂限期整改。

下一步，区卫监大队将根据区疾控中心

的监测报告，对监测不合格的单位依法查

处或移送，并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

将抽查结果及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开。

安居区常态化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共同守护“舌尖上安全”

区人民医院精湛医术
助一家三代重见光明

区卫监大队开展2019年度“双随机”监督检查

着力促进全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东禅小学开展敬老院志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