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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兴安

医线风采

健康贴士

一线传真

让健康伴你左右
——盟卫健委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纪实

□记者 王萍  

自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兴安盟
卫生健康委员会围绕全面推进健康兴安行
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急难愁盼”
问题，在全盟广泛开展普及健康知识行动、推
进二级以上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一站式服
务、保留人工窗口提升老年患者就医体验、扩
大耐药结核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检查及用药范
围、开展“我是党员我帮你、健康地摊进社区”
志愿服务活动、医疗卫生专家人才下基层服
务行动等多项“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并取
得阶段性成效。

推进二级以上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一
站式服务

“现在我们慢性病患者在医院买药、结算
真是方便多了，只需要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办
理完成了，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近日，记者
见到了正在兴安盟人民医院“慢性病患者一
站式服务窗口”办理结算的糖尿病患者张文

（化名）。张女士因为患有二型糖尿病多年，
几年前申办了慢性病，需要定期到盟医院开
药。之前每次来医院，挂号、开药、慢性病结
算等流程需要经过多次排队，耗费时间较长，
如今在盟医院内的一站式服务窗口办理业务
能节省不少时间。

为了把实事办实办好，立足职能特点，自
2021 年 5 月开始，盟卫健委聚焦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如何提升群众就医体验，着眼于持
续推进二级以上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一站
式服务，改善群众看病流程烦琐的问题，为我
盟患者提供快捷优质的医疗服务。分别在兴
安盟人民医院设立“慢性病患者一站式服务
窗口”，慢性病审核、开药、报销等业务能够一
站式办理，让患者少跑路。在兴安盟蒙医院

住院部一楼大厅打造了全新的综合服务台，
集挂号、结算、病历复印、外勤服务等就医过
程涉及到的全部服务功能为一体，进一步优
化服务流程，方便了慢性病患者就医。在盟
妇幼保健院安置一台叫号机和两台自助检查
检验一体机，最大程度上缩短了妇幼患者排
队挂号的时间。盟卫健委在全盟二级以上公
立医疗卫生机构推进一站式服务以来，让患
者少排队、少跑路，提升就医体验，得到了就
医患者的一致好评。

保留人工窗口提升老年患者就医体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医疗机构提

供了挂号、缴费、打印检查结果等自助服务，
但对不熟悉它的老年患者来说，也带来诸多
不便。“我刚刚使用智能机，每次来医院看病
需要扫码时都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扫不明白，
还耽误后面排队的人。现在有了志愿者的引
导帮助，就诊没有那么难了。”市民王语（化
名）在兴安盟蒙医院就诊时说。王语目前已
退休，因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需要
每个月到盟蒙医院进行复查、取药。有时家
属不能陪同时，看病就会非常麻烦。自今年
5 月末以来，在盟蒙医院志愿者的帮助下，看
病便捷了不少。

为解决老龄人口使用智能手机就诊困难
问题，盟医院在设立一站式编码服务窗口的
同时，为方便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就医，在门诊
二楼、三楼、四楼仍保留人工挂号和收费窗
口；另外，老年人或行动不便没有家属陪伴的
患者优先在一楼 7 号窗口挂号。盟蒙医院为
老年群体畅通预约挂号的渠道，配备了导医
和志愿者，保留并优化挂号、缴费、打印检验
报告等人工服务窗口，为不能使用智能手机
的老年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兴安盟妇幼保
健院、兴安盟精神卫生中心等盟直医疗卫生

机构均做到在合理有效运用“健康码”的基
础上，增设“无健康码通道”，并配备工作人
员、志愿者，帮助老年人进行健康码查询和服
务引导。

无偿献血者凭《无偿献血证》在医疗机
构免挂号费

每一名献血者都是“幕后”英雄，他们默
默无闻地承担起救死扶伤、拯救生命的重任，
他们的热血在素不相识的患者体内、在生命
垂危者的血管里，点燃生命的希望。“献血的
时候，只希望自己的一次献血能帮助其他人，
现在凭《无偿献血证》还能免挂号费。虽然
钱不多，但是感受到无偿献血者的光荣。”乌
市市民刘山（化名）说。

为摸清摸准基层和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盟卫健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头带领
相关处室深入基层群众、深入医疗卫生工作
一线、深入基层单位、深入工作服务对象，开
展深入一线访民意、解难题专题调研。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兴安盟
中心血站在搜集了基层献血者的民意后，与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积极沟通，除少数卫生院
收取 3 元至 5 元的挂号费外，全盟大部分乡
镇卫生院均无挂号费。另外，无偿献血者凭

《无偿献血者证》在我盟医疗机构免挂号费
相关工作计划在今年 10 月前全部完成。

“我是党员我帮你、健康地摊进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惠民生

阿尔山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聘
请乌兰浩特市超声科副教授为阿市 35 周岁
至 64 周岁妇女开展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
活动，目前，乳腺癌已筛查 805 例、宫颈癌筛
查 803 例。盟精神卫生中心从 6 月开始，先
后对扎赉特旗、科右前旗、乌兰浩特市、突泉
县各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疑似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开展诊断筛查和免费发药工作，受
益人群 500 余人次。盟中心血站将每月月初
第一个工作日定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健康
地摊志愿活动日，为市民进行无偿献血相关
知识的普及和免费量血压、测血型等义诊服
务。截至目前，全盟共开展健康地摊活动 90
场次，累计受益 9451 人次，发放宣传单 7300
余份……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盟卫健委的
主导下，各旗县市卫健委及直属各单位充分
发挥卫生健康行业优势，积极开展“我是党
员我帮你、健康地摊进社区”活动，深入基层
进行健康义诊和健康知识宣传。系统内各
单位以健康地摊活动为契机，为社区居民、学
生、企业职工、商户、农牧民等提供咨询问诊、
血压和血糖测量等医疗健康服务，科普老年
保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七步洗手法”、慢
性病防治、布鲁氏病和鼠疫防控、科学健身等
健康知识，深入开展送健康、送技能、送关怀、
送理论、送政策、送文化、送和谐的志愿服务。
盟蒙医院、盟疾控中心等卫生机构组织成立
了志愿者服务团队，用心用情服务群众。  

“盟卫健委已面向社会公布了两个批次
的办实事清单，并于 8 月末在全系统内部印
发了涵盖 8 个方面、16 小项的《盟卫健委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及实
施方案》，每个党组成员都是认领责任人、每
个科室都是责任科室，每个单位都是主体单
位。”盟卫健委机关党委负责人介绍，“盟卫
健委将始终以‘学党史、悟思想、开新局、办
实事’为主线，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为落脚点，聚焦群众关心的医疗卫生高质
量发展问题，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和‘绝大
多数’的合力作用，细化便民利民惠民举措，
真正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

盟第三人民医院
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孙凯）9 月 6 日，兴安盟第三人民医院
医疗团队前往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西日嘎嘎查，
以实际行动将医疗保健知识和贴心义诊服务送到
广大村民群众身边。

义诊现场，医务人员为村民量血压、测血糖、
查体、问诊、免费为村民采血筛查布病等，并详细
询问村民的身体状况及日常生活习惯，耐心分析
病情，讲解注意事项，使村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
进一步了解，并为有需要的村民进行就医指导。
另外，还为该嘎查村民进行了健康知识讲座，普及
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

此次义诊活动共有 200 余位村民参加，发放
宣传资料 300 余份。

盟蒙医院送健康进校园
本报讯（刘颖）为护航师生健康安全，近日，兴

安盟蒙医院党总支深入兴安盟残疾人蒙医职业学
校和兴安盟高级技工学校开展“防疫护学”公益
活动。

盟蒙医院志愿者们使用专业消毒设备对两所
学校户外场地、室内教室、宿舍、走廊等区域进行
全面消毒，并对门把手、楼梯扶手、洗手池等重点
区域实施重复消毒，确保全方位消杀到位，为即将
报到的学生提供安全保障。同时，盟蒙医院的志
愿者们还为两所学校的学生们开展了新冠肺炎专
题讲座，并进行了七步洗手法和正确佩戴口罩的
现场教学。

活动现场，发放《公民蒙医养生保健素养》宣
传手册 80 余册，向在校师生广泛宣传蒙医基本理
念知识和常用养生保健方法，倡导健康积极的生
活方式。

我盟举办秋季疫情防控
业务培训班

本报讯（卢颖）为进一步做好秋季疫情防控及
爱国卫生运动，近日，兴安盟秋季疫情防控业务培
训班开班，全盟各旗县市爱国卫生服务中心（爱卫
办）负责人、业务骨干以及疾控中心从事病媒生物
防制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中，盟疾控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讲授了《蚊
蝇监测和灭杀》《蟑螂监测实施方案》。乌兰浩特
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病媒生物防制与管理》以
及乌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过程中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的成功经验，并对 8 月中旬我盟自治区卫生城
镇复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理论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先后来到乌市疾
控中心病媒生物实验室和城市之星小区就有关灭
鼠工作进行实地观摩。

炭疽可防可控
什么是炭疽？
炭疽是由名为“炭疽芽孢杆菌”的细菌引起

的一种高致死率的传染病，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
进行传播，导致人和动物都患病。炭疽芽孢杆菌
原本存在于土壤中，各种野生动物、家畜，特别是
牛、羊等食草动物会通过采食污染的饲料、饮水、
呼吸、昆虫叮咬等途径被感染。

人类感染炭疽有什么症状？
1. 皮肤暴露于这些污染物中，细菌会通过皮

肤的微小伤口形成皮肤炭疽，表现为红斑或丘疹，
形成水泡，坏死后形成黑色的结痂，即“皮肤炭
疽”；

2. 食用了被污染的肉类可以导致“肠炭疽”，
出现高热、腹痛、腹泻、呕血、黑便等症状；

3. 患病动物的皮毛、排泄物中含有炭疽芽孢
杆菌，有可能形成气溶胶被吸入，则可能导致“肺
炭疽”，早期症状类似于肺炎，继而发展为高热、呼
吸局促、呼吸衰竭。

怎样预防炭疽？
1. 不食用、宰杀、售卖和接触突然死亡的动物

和尸体，不购买来路不明的动物制品和没有动物
检疫证明的肉类，不吃生肉。

2. 一旦发现牛羊动物等突然死亡应立即上
报，并做无害化处理。

3. 给易感动物接种疫苗，执行严格的动物防
疫检疫工作。从事畜牧业、屠宰业等工作人员应
该每年接种炭疽杆菌减活疫苗 1 次，连续接种 2-3
年。

4. 加强水源管理、防止水源污染。
5. 发现患病人群应立即隔离治疗，进行严密的

医学观察。（稿件由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

迎接新生命的白衣天使
——记前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代金荣

□记者 王萍  

一阵阵急促的脚步，一个个忙碌的身
影，一声声清脆的啼哭，加班加点的手术、
接生，这是妇产科的真实写照。对于科右前
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代金荣来说，这样
紧张的日子已经过了 37 年。从医至今，青
丝到白发，代金荣已经记不清为多少个产
妇接过生，迎接了多少个新生儿。几十年如
一日，她始终把产妇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1984 年，从牙克石林业卫校毕业后，代
金荣被分配到前旗医院妇产科工作。妇产
科工作比较特殊，说它特殊是因为妇产科
的工作关系着两个人的生命，容不得半点
疏忽。代金荣常常会因为接生或做手术而
加班加点，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个电话，
她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手术。她热
情贴心的服务态度、精湛的医疗技术得到
了广大产妇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用专业技能为患者保驾护航。都说“金”
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代金
荣的工作正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的真正含
义。2020 年的一天，刚刚下了手术台走出
医院大门的代金荣接到科室的紧急电话。
一名孕妇脐带脱垂近 2 个小时送到了医院，
胎心只有每分钟 60 次至 70 次，情况十分紧
急。“开通绿色通道，联系新生儿科，托起胎
儿先露部，准备手术……”代金荣一边往科
室跑，一边准确地下达着指令。赶到手术室
后，代金荣做好术前准备，为该产妇开展了
剖宫产手术，仅仅 10 分钟的时间，该产妇顺
利生下了孩子。从准备手术到顺利生产，仅
用了 10 分钟的时间。要知道脐带脱垂受压，
脐血流中断几分钟胎儿就会缺氧胎死腹中
的危险。怀胎十月，若胎死腹中，对产妇及
家庭来说都将带来极大的伤害。代金荣在
做好了术后的收尾工作，并到新生儿科了
解到胎儿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后，已是深夜

12 点多了。虽然拖着疲惫的身躯，但是代
金荣的内心却是高兴而满足。“作为妇产科
的医生，我们迎接的是新生命的开始，是新
生的喜悦和家人们的期盼。我们最大的满
足就是宝宝“呱呱”落地的那一瞬间，那哭
声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为这一瞬间，我们
付出再多的辛勤和汗水都是值得的。”代金
荣说。

用实际行动诠释医者仁心。对于代金
荣来说，每天都会为数名孕妇看诊，但即使
是这样，代金荣仍然保持着刚入职时的“初
心”。2019 年，前旗医院妇产科收治了一名
特殊的产妇。说她特殊是因为该产妇此次
怀孕为第三胎，由于第二胎为剖腹产，经检
查该产妇患有瘢痕子宫，医生建议最好采用
剖宫产来生下这一胎。但是代金荣在查房
时发现，已经临近生产的孕妇，伙食却很一
般。代金荣经常看到夫妻二人午餐只吃些
米粥、咸菜等食物。代金荣了解到，该孕妇

家中全靠丈夫外出打工赚钱养家，由于孕妇
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家中的经济来源就中断
了。代金荣得知后，常常买些有营养的食物
送给这对夫妻。不仅如此，为了减少该孕妇
家的支出，在经过综合评估后，代金荣重新
调整了该孕妇的生产方案，将剖宫产改为了
顺产，住院期间的费用减少了一半。

医乃仁术，无仁不立，大医有德，生生不
息。记者看到代金荣的办公室内挂满了锦
旗，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感人的故
事，满含着病人和家属的感激之情，也是对
代金荣兢兢业业工作 37 年的肯定，这样的
故事很多，而且以后还会更多。这就是代金
荣，一个平凡却不普通的妇产科主任，用她
的满腔热忱谱写了一曲曲医务工作者的奉
献之歌。

“只 要 扑 下 身 子，把 每 一 件 平 凡 的 事
做好，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好成
绩。”代金荣笑着说 。

图说新闻

作为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药店属于疫情防控的重点地方，也是疫情防控的首
道“堤坝”。日前，记者在乌兰浩特市某药店看到，需要购买药品的市民需要经过扫
健康码、测量体温等步骤方能进入药店。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购买感冒药、退烧药、抗病毒药品和抗生素药品时，需出示身
份证并实名制登记后方能购买。零售药店承担着“哨点”监测的作用，只有织密疫情
防控网，才能为市民提供安全、健康的购药环境。                               记者 王萍  摄

为更好地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近日，突泉县新冠病毒疫苗流动
接种队走进县朝阳福利中心，上门为老人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据悉，为了给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建立起健康免疫屏障，突泉县新冠病毒
疫苗流动接种队进入社区、养老院，上门为其进行疫苗接种。截至目前，流
动接种队已为 1000 余名老人进行上门接种。                           时欣欣  摄

织密防控网 上门接种疫苗

欢迎访问兴安日报官方网站“兴安在线”：
http://www.xingandai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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