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山区妇幼保健院
举行“全民营养周”义诊

本报讯 5 月 17 日上午，船山区

妇幼保健院举行了“2018 年全民营

养周”义诊活动，向公众宣传健康科

普知识，传播营养学科思想。

现场，该院产一科、产二科、基保

科、门诊部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开展免

费的问诊咨询，结合医院的实际情

况，进行了血压监测、孕期健康与体

重管理、婴幼儿喂养与体重管理、更

年期女性与体重管理等义诊项目，还

播放了全民营养歌，通过多种喜闻乐

见的宣传形式进行营养学科健康宣

教，吸引了不少群众参加。据统计，

本次共义诊 60 人，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

今年营养周的主题是“吃动平

衡、健康体重”，主要是提醒大家在

吃的同时，别忘了运动。该院工会主

席魏洪英温馨提示：各年龄段人群均

应天天运动、保持健康体重；食不过

量，控制总能量摄入，保持能量平

衡；坚持日常身体活动，减少久坐时

间。 （周雪梅）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医院文

化建设，市民康医院设立了以“健

康生活、快乐工作”为主题的医院

职工工会活动日，每月最后一个

星期五为职工工会活动日。 5 月

18 日，首次活动如期举行，开展得

有声有色。

在首次职工工会活动日当中，

医院在继续保留原有的礼仪服务

队、乒乓球队、羽毛球对和篮球队

等兴趣活动小组的基础上，还开设

了“艺术课堂”，邀请市老年大学舞

蹈、声乐老师到医院上艺术课。下

一步，医院工会还将根据职工活动

的需要开设兴趣班，内容涵盖体育

类、生活类、文艺类、培训类、技能

比赛类等，旨在丰富职工的日常工

作生活，积极培养个性特长。

市民康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王勇表示，医院文化建设是医院建

设的一项基础性和长期性工程，也

是与医疗服务态度、医疗质量相关

的“软环境”建设，浓厚的文化氛围

是推动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证。他希望，全院职工积极参与，

不断创新，丰富活动形式，医院也

会为职工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让

医院职工真正享受到更多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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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卫生

省健康城市建设能力培训班在遂开班本报讯 5 月 19 日，由市卫计委、

船山区政府主办，船山区卫计局、龙

凤镇政府承办的“世界家庭医生日”

主题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龙凤镇卫

生院举行。今年活动主题是“家庭医

生：我承诺，我服务”。活动现场，来

自市直各大医院的医疗专家耐心为居

民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方式和意

义，接受现场健康咨询，发放宣传资

料，义诊百余人次，受到广大居民的

热情欢迎。

据介绍，2017 年起，我市已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取得

了初步的成效。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

是以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支撑，以健

康管理为目标，通过签约服务的形

式，逐步建立起医生与签约家庭之间

长期、稳定、连续、可及的服务关系，

为签约家庭和个人提供安全、方便、

有效、连续、经济的基本医疗服务和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是落实医改政策的体现，是基层服

务模式的转变。

我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后，

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树立了卫生形

象。通过再一次的宣传和集中与入户

相结合的签约方式，加深了医患之间

的联系和沟通，增强了签约居民的归

属感，使他们了解到国家的惠民政

策，获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市卫计委合理确定了签约服务工

作目标，优先做好了重点人群签约服

务，规范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

点做好了老年人、孕产妇、儿童以及

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等慢性病和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健康管理服务，

加强防治结合，分类施策，保障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需要。 2018 年 2 月，省

卫计委通报表扬了船山区桂花镇中心

卫生院火焰队和蓬溪县任隆中心卫生

院家庭医生一团队为四川省 2017 年

优秀家庭医生团队。

通过此次“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

活动，提高了居民知晓率和利用率。

市卫计委要求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

信息传播媒介，把握宣传口径，让居

民理解现阶段签约服务的内涵与标

准，合理引导居民预期。并挖掘优秀

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团队的经验典

型，传播以签约服务促进健康管理的

理念，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签约服务

的良好氛围。

我市还加快签约服务智能化信息

平台建设与应用，在船山区推广了电

子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该

项目将搭建家庭医生与签约居民交流

互动平台，提供在线签约、预约、咨

询、健康管理、慢病随访、报告查询等

服务。针对不同服务需求、季节特

点、疾病流行等情况，定期精准推送

健康教育资讯。

（林智 荣苓君）

冯川宁/摄

本报讯 自 4 月 11 日四川省委宣

传部、文明办、卫生部门共同主办的

第二届“健康四川·大美医者”评选活

动启动以来，市卫计系统通过媒体寻

找、社会推荐、单位推荐及个人自荐

等方式，广泛征集候选人。5 月 22 日，

经我市评选活动领导小组资格审查和

综合评定，初步选定了 5 名“大美医

者”入围候选人。他们是：市第一人

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船山区第一

人民医院副院长（挂职）张晓宇，射洪

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

师岳鹏程，大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卫执业医师、艾防科科长佘勇，遂

宁市中心医院心血管中心主任兼二病

区主任邓学军，遂宁市中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王幸栓。5 名候选人将代表遂

宁市参加全省“健康四川·大美医者”

评选。

5 月 26 日—6 月 15 日，评选活动

组委会将在各地各单位申报的基础

上，组织专家进行资格审查，并对每

位候选人的政治表现、工作业绩、群

众口碑、业内评价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在全省范围内评选出 40 名“大美

医者”候选人，并在省级主要媒体及

主办单位官方平台进行公示。6 月 16
日—7 月 6 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

和网络等集中采访挖掘 40 名“大美医

者”候选人事迹，展示“大美医者”感

动瞬间。7 月 7 日—7 月 20 日，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省卫生计生委组织

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入围的 40 名“大

美医者”候选人进行投票，确定 16 名

“大美医者”获奖者名单。

据悉，评选产生的 16 位“大美医

者”将于 8 月 19 日参加第二届“健康

四川——大美医者”颁奖典礼，讲述大

美医者故事，向全社会传递卫生计生

行业服务群众健康的大美情怀。9 月

至 12 月，16 名“大美医者”将赴深度贫

困地区开展慈善公益活动，医疗卫生

对口支援“传帮带”工程。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

旨在通过深入挖掘和广泛宣传卫生计

生工作者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职业精神，以妙

手仁心，服务群众健康的典型事迹和

感人故事，传播医学之真、医者之美

和人性之善，营造尊医重卫的社会氛

围，增强卫生健康行业担当，激励广

大卫生计生工作者牢记使命、不忘初

心，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切实推动全

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卫生健康行业

力量。 （廖媛媛）

关爱健康见行动

“现在政策好啊！在家里就有人

来帮我体检身体！”射洪县太乙镇的

罗大爷赞口不已。为解决群众看病

难就医难的问题，市计生协组织医疗

志愿者服务队在乡镇设立健康咨询

点、义诊点，为村民提供常见病、慢

性病的初步筛查、诊断，对于年龄较

大的群众，志愿者们采取入户服务的

方式，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医院

的医疗诊治和帮助。

基层计生协会员唐艳 2017 年被

诊断为肺部肿瘤，今年 4 月，被确诊

为肺癌早期。 5 月 11 日，市卫计委

副主任、市计生协副会长李友军前

往唐艳家中，详细询问病情和治疗

情况，并送上 1000 元慰问金 ,鼓励她

要相信科学，积极治疗，乐观向上，

战胜病魔。

关爱母亲重实效

5 月 15 日，市计生协秘书长谢海

燕一行来到大英县隆盛镇平安寨村

3 社的贫困户黄秀珍家中，为她送去

500 元慰问金。

黄秀珍 2017 年外出打工时不慎

造成左腿骨折，现已在家卧床休养

半年。她的儿子熊祚全现年 41 岁，

肢体一级残疾，常年需要照顾。家

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 62 岁的

丈夫熊寿武一个人肩上。市计生协

了解情况后，立即把黄秀珍纳入幸

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项目对象，

连续 3 年每年帮扶她 3000 元资金，

帮助其家庭发展种养殖业，早日脱

贫致富。“党好啊！政府好啊！感

谢你们的关心，”黄秀珍泪水涟涟，

激动不已。

助耕帮扶解农忧

“太好了，秧子栽下了，谢谢你

们！” 王志秀老人感激的说。作为

大英县河边镇金灵村为数不多的百

岁老人，经历了新旧社会的更替，作

为贫困户，她无时不感叹共产党的恩

情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

5 月 16 日，市计生协会组织志愿

者在王志秀的 1.5 亩田里牵绳、抛秧、

栽秧，志愿者们顶着烈日，忙碌两个

多小时。尽管汗流浃背，但是看着田

里整齐的秧苗，大家喜悦之情，不溢

言表。

据了解，近年来，市计生协会积

极融合扶贫开发，切实为计生困难家

庭、基层计生干部、女孩、空巢家庭、

失独家庭办实事，办好事，解决他们

的实际困难。今年，市计生协会将继

续开展幸福工程、计生保险、婚育新

风进万家、生育关怀行动，积极开展

扶贫帮困行动，让生育关怀温暖民

心。 （林智 袁鹭）

船山区计生协志愿者助耕

本报讯 5 月 16 日，由四川省

健康教育协会、遂宁市卫生与计划

生育委员会主办的“四川省健康城

市建设能力暨遂宁市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能力培训班”在明星康年

酒店开班。来自全省的健康教育

工作者 300 余人参加培训。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

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

的完好状态。”开班仪式上，省健康

教育所长、省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

刘兆炜亲自现场授课，围绕“健康

的重要性、挑战及应对策略”“健康

教育与健康促进”“将健康融入所

有政策”等内容，向参训人员做了

深入的讲解与分析。她希望，通过

此次培训，全体健康教育工作者能

够认真学习健康教育知识，注重健

康场所的创建，总结健康教育经

验，着力推动健康城市建设。

近年来，在“绿色发展”战略的

引领下，市卫计委以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为路径，以解决卫生领域

突出问题为抓手，以促进人民健康

为目的，加大资源供给、强化人才

队伍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城乡环境

卫生水平。

市卫计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

中华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四川健康

城市能力培训班在遂宁召开，是省

健康教育协会对遂宁工作的鼓励

和支持，也是我市学习兄弟市州经

验的难得机遇。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工作，是建设健康遂宁、提高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手段，也

是为全市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的重要内容。此次培训班的

举办，将提高我市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基

层健康教育工作更好发展，助力健

康遂宁建设。

此次培训邀请了四川省健康

教育协会秘书长汤大俊，省健康教

育所长、省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刘

兆炜，成都市健康教育所所长刘熹

和四川省健康城市建设评估中心

专家张继昌现场授课。在为期 3
天的培训里，4 位专家从健康教育

基本理论与传播技巧、健康教育专

题活动策划、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 2017 年新增加健康素养促进行

动的实施与评估、健康素养与烟草

流行监测及其数据运用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讲解；解读了《全国健康

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 版）》；对

健康促进社区等“健康细胞”创建

方面的经验进行了分享。

（廖媛媛）

本报讯 5 月 17 日，遂宁市船山

区卫计局在市第三人民医院学术

厅召开了为期 2 天的 2018 年船山

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培训会，

旨在完善船山区基层卫生计生执

法体系，提升卫生计生执法水平，

加快乡镇、街道卫生计生执法工作

的运转。各乡镇、街道卫计办和卫

计执法协管员、区卫生计生监督执

法大队执法人员参加了本次培训。

在会上，区卫计局爱卫办主任

樊洪作了开班动员讲话。培训从

基层执法风险和防控、日常监督执

法工作、行政处罚法、执法文书写

作等内容进行，就年度考核标准进

行了解读。

通过本次培训，乡镇、街道卫

计办工作人员对卫生计生执法工

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执法程

序、文书等有了初步的了解。在以

后的工作中，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

大队会在实践工作中进一步对卫

计办进行培训和指导。

（廖媛媛 林虹）

本报讯 5 月 15 日下午，遂宁市

第三人民医院南丁格尔志愿者服

务队走进船山区高升街小学，开展

“健康中国 科普助力”送健康进

校园活动。

活动在志愿者讲解的《防控近

视科普小常识》中拉开了序幕，志

愿者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将预防近

视眼的相关知识以简单易懂的方

式传授给在场的同学们，赢得了

阵阵掌声。随后，志愿者还讲授

了《儿 童 膳 食 营 养》，从 食 物 摄

入、营养分配以及如何养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等方面与同学们做了

知识分享。市三医院护理部主任

唐欣向同学们讲解了手卫生知识

的对疾病预防的重要性，并与同

学们一起现场学习并演示了正确

的“七步洗手法”。活动中同学们

积极参与，热情互动，现场气氛轻

松活跃。

（周雪梅）

本报讯 5 月 15 日，市第一人

民医院举行第一届人文医学论坛

暨 2018 年健康讲座讲课大赛总决

赛。市健康教育所所占朱建东、工

会主席郝维华等 9 人担任此次总

决赛的评委。

总决赛开始前，该院团委副书

记彭晨带领全体医护人员重温“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的 医 学 生 誓

词。党委书记、院长侯勇为健康讲

师团授旗。随后，11 位从初赛中

脱颖而出的医护人员参加了 2018
年健康讲座讲课大赛总决赛。经

过紧张激烈的比赛，评选出三等奖

3 名，二等奖 2 名，一等奖 1 名。该

院内一科主任、内镜室主任覃刚获

得了大赛第一名。

（黄尧）

市中医院陈思贝
获省级比赛“爱心天使奖”

本报讯 5 月 16 日，由四川省护理

学会糖尿病护理与教育学组主办的

第一届四川省胰岛素规范注射教育

比赛总决赛，市中医院糖尿病专科护

士陈思贝以优异的成绩荣获“爱心天

使奖”和优秀奖，这也是全省唯一一

家入围的中医医院选手。

据了解，总决赛选手都是预赛严

格筛选的 20 名选手。经过必答题、

抢答题和模拟患教三个环节的激烈

角逐。在比赛中，市中医院选手陈思

贝沉着应答、反应敏捷，充分展示了

糖尿病专科护士在患者健康教育中

的实用性、规范性、专业性，充分体

现了健康教育护士对患者的“六心”

服务，给观众和评委老师留下了深刻

印象。 （周雪梅）

我市启动“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周活动

家庭医生为健康“守门”

“健康四川·大美医者”遂宁候选人名单出炉
张晓宇、岳鹏程、佘勇、邓学军、王幸栓 5人入围

船山区卫计局召开综合监督执法培训会

市民康医院设立职工工会活动日

市三医院志愿者进校园传播健康知识

市一医院举行首届人文医学论坛

市计生协会为 211户困难家庭发放慰问金 9.1万元

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5 月 11 日至 19 日，

遂宁市计生协会组织

计 生 协 工 作 人 员 、协

会志愿者深入到各县

区 、乡 镇 、社 区 ，为 全

市 211 户 计 生 特 殊 家

庭、计生困难家庭、困

难 母 亲 家 庭 、三 留 守

人 员 家 庭 、基 层 协 会

会 员 发 放 慰 问 金 9.1

万 元 ，送 去 党 委 政 府

的关怀和计生协的真

情 问 候 ，送 去 母 亲 节

和国际家庭日的美好

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