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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不出家门就能得到县级甚至是市
级医院专家们的诊断；产妇在家里坐月子，
随时都有医护人员来随访做记录；小区里、
广场上的低盐膳食、控制高血压、预防超重
肥胖等健康知识宣传元素，越来越多地渗透
进人们的工作生活中……”谈起身边的变
化，家住鱼台县文化小区57岁的张元英有着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这一系列精准的变化，是鱼台县卫计系
统紧密围绕深化医改、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健康促进等工作带来的
具体体现。今年以来，他们按照年初市、县
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和工作要点确定的任务目
标，务实苦干，锐意改革，交出了一份亮丽
的答卷。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民健康政
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作为卫计部门，我们深知医卫工作是重
要民生工作，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因此，医卫工作更要时刻体现‘以人民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从服务患者向服务广
大人民健康转变，从关注疾病向关注人民健
康转变，从注重疾病治疗向注重预防为主、
防 治 结 合 转 变 ， 为 人 民 生 命 健 康 保 驾 护
航。”鱼台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张峰坚定地说。

“健康促进”行动

让小康生活更如意

“青春期为什么会长青春痘”“为什么
有时候会莫名地发脾气”“如何正确、愉快
地接受和认可自己并不断完善”……近期，
鱼台县计生协围绕青春期生理和心理教育、
预防疾病传播等方面，在全县深入开展“青
春健康教育知识”进校园活动，有效地帮助
青少年健康成长。截至目前，县计生协会已
深入县第一中学、实验中学、县职教中心、
滨湖中学、罗屯镇中学等12所镇街中学授课
30余课时，参与学生1800余人次。还建成县
职教中心、张黄镇中学两处青春健康教育基
地。

这项工作的开展源于鱼台县正在创建山东
省健康促进示范县，这项以“健康传播、健康
生活、健康管理、健康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全
民健康促进行动，目的是普及群众的健康常
识，引导正确积极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从而健
全居民的身心素质。

围绕创建工作，鱼台县规划了健康促进
“五进”工程，即进社区、进村庄、进学校、
进企业和进机关，让群众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
惠，健康变得触手可得。

“下这么大雨还来为我们服务，真是太
谢谢你们了。”“别客气，我们这次来主要
是看看产妇和新生儿的情况。”近日，王庙
镇卫生院的妇幼工作人员冒雨来到大场村谢
晓红的家中进行产后访视，这是工作人员与
谢晓红的对话。为使全县产妇能均等、及时
接受到优质、贴心的产后访视服务，鱼台县
10家镇街卫生院抽调公卫科妇幼医生，专门
配备电动四轮车，携带妇幼访视包，入户对
产妇测量血压、体温，并检查产妇刀口护理
情况，查看新生儿黄疸消退、脐带是否脱落
或感染等基本情况。目前，全县共进行访视1
万余人次。

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这一群体，鱼台县
制订了免费查体方案，各镇街卫生院制订实
施方案，明确工作要求，多次召开培训会
议，抽调医生、护士进行专门培训，并根据
老人健康状况将查体项目明确到人，印发免
费查体证和查体通知单，淘汰旧设备，引进
先进检验设备。今年查体采取进村入户和在
卫生院集中查体的方式，并为每位老人建立
健康档案，对查体结果进行反馈，让老年人
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并指导他们根据自己
的健康状况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对体检中发
现有异常的老人，建议定期复查，并预约下
一次健康管理服务时间。目前，全县37649名
老年人接受了健康查体，健康管理率达到
66%以上。

鱼台县健康关爱活动不仅在特定群体中实
施，还针对大众群体，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推行“1+1+1”个性化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模式，分别建立起一名全科医生、一名
医生助理(护士或其他卫技人员)、
一名乡村医生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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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团队。针对适合个性化服务包内容的贫困人
口、失独特殊家庭、老年人、高血压患者、糖
尿病患者、残疾人、0—6岁儿童等重点特殊人
群进行签约。

签约服务期间，医生助理通过手机APP，
输入居民身份证号或扫描身份证，居民档案
及健康情况一目了然，根据手机显示内容，
再为居民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指导、合理饮食
指导等服务。截至目前，建档立卡的农村贫
困人口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实现全覆盖，全县家庭医生签订服务
25040份，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
以上，签约居民满意度达到80%以上。鱼台
县计划在三年内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
盖。

鱼台县还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开通“惠民
医疗绿色通道”，急危重病人及老弱孕残病人
可随时就诊，持有居民健康卡的患者可凭借检
查报告附上的“门票”直接享受专家会诊，免
挂号直接进到科室诊疗，按规定享有检查用药
及住院等优惠减免。目前，已对全县610名持
“惠民医疗卡”的贫困群众累计减免费用8万
余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鱼台
县健康促进示范县创建工作可谓细致入微。
目前，全县各镇街卫生院均设置了国医堂，
每天到国医堂挂号求诊的患者络绎不绝，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针灸、拔罐、推拿
等中医理疗服务。同时，国医堂应用中医药
治疗、康复手段，结合现代疗法，对缓解肌
肉疼痛、偏瘫、脑瘫、颈肩腰腿痛等多学科
疾病进行康复、治疗，从而使患者少用药、
多康复，降低了就医者的成本。

全民健康信息化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在鱼台县镇街卫生院，以前居民做B超或
心电图都是在仪器获取检测数据后，由镇街卫
生院全科医生自己诊断。“可是我们的诊断水
平毕竟有限，面对一些不好确诊的病症，以往
都建议患者转诊去县、或市里的大医院找专
家。”王庙镇卫生院院长聂迪介绍说。而现在
患者不需要往大医院跑了，在家门口的卫生院
做B超或心电图，监测数据可以通过互联网实
时上传到诊断中心，省、市大医院的专家会在
第一时间给出诊断报告。

近年来，鱼台县与省市级医院协作，成立
了24小时动态心电图及市级医院远程会诊点，
使诊断结果更精准、更有权威性。鱼台县基层
卫生院携手大医院的“医联体”服务模式，不
仅服务事项得到扩容，有些检查不必再到大医
院排队挂号，直接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诊断，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医联体”专家定期至基层卫生院坐诊，让居
民在基层卫生院享受专家级服务，真正实现了
“看病就医不再难，专家就在我身边”。今年
1—9月份，心电远程会诊患者共计2834人次，
影像会诊患者共计1137人次，病理检查124人
次。

为实现居民体检信息规范化、标准化和
方便查询，鱼台县在现有设施基础上更新查
体设备、借助互联网构筑辖区居民健康大数
据，率先启用了健康查体智能管理系统。该
系统平台的优势在于数据处理能力强大，通
过链接公卫查体中涉及的体检项目与公卫健
康平台，对接组成完整的公卫健康查体服务
平台，实现全数字化体检与检验系统的无缝
对接，生成数字化体检报告并将体检报告同
步传输至云平台，实现受检者体检报告的在
线查询。体检系统还与济宁市公共卫生平台
的数据对接，支持体检数据采集、汇总，可
以自主打印体检报告，为每个体检居民建立
健康档案。

为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提升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鱼台县将2017年定为“医疗
服务质量提升年”，在县内各个医疗机构，
“改进服务，提升质量”成为共识，从细节入
手，于细微处得以彰显。人们惊喜地发现，一
些多年存在的老问题不复存在了：医疗卫生信
息变得对称，居民健康体检、诊疗信息、慢性
病管理和健康档案及人口基本情况变集中，医
疗、医药、医保等信息得到系统整
合……目前，全县已建
居 民 健 康

档案41余万份，建档率达88%。
为优化患者的就医体验，鱼台县各医疗机

构实行电子病历管理系统，以患者为中心，将
传统的纸质病历完全电子化，包含病案首页、
住院病历、出院记录、各种病程记录及手术记
录等病历文书，以及各种检查、检验结果、报
告等临床医疗信息，实现了全医疗过程的管
理，同时采用行为监控引擎，提供智能化、实
时的、全过程的医疗质量控制，提高了医疗质
量和临床医生的工作效率，减少了医疗差错。

方便高效的医疗服务同样能体现在基层卫
生院。近年来，鱼台县在基层卫生信息化建设
方面大胆创新，10家镇街卫生院全部实现预防
接种门诊数字化，以信息化平台为基础，将儿
童预防接种证信息与预检、候诊、登记、接
种、留观等接种流程融为一体，通过语音呼
叫、LED液晶屏、信息告知等方式，引导儿童
家长完成预防接种，真正实现了预防接种信息
化管理，告别以往怀抱婴儿排队等候的拥挤现
象。

在王庙镇卫生院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
家住古洼村的张美丽正准备
为孩子接种乙

肝疫苗，她说：“真是太方便了，通过手机就
可以给宝宝预约接种时间，了解疫苗常识，不
用再多跑路了。”

两孩时代高龄孕产妇

有了“私人订制”

“现在政策真好，我们不但享受国家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还有免费的专车接
送。”罗屯镇冯楼村去做孕检的村民高兴地
说。原来，6月份的每天早上，都会有一辆专
车从罗屯镇政府出发，免费接送参加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的妇女，这辆车被大家称为“爱心专
车”。

罗屯镇离县城较远，且交通不便，为更好
地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这一惠民工程，
罗屯镇计生办通过设置免费“爱心专
车”，每天派一辆车
专 门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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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这样既节省了大家的时
间，又减轻了路途的辛苦。目前，该镇已

为300余对育龄夫妇提供了“爱心专车”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

罗屯镇的“爱心专车”只是鱼台县卫计系
统热情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自从两孩政策放
开后，鱼台县卫计部门积极应对生育高峰，完
善各项服务，为母婴保驾护航。

据鱼台县第一人民医院主要负责人介
绍，两孩政策放开后，妇产科门诊量比之前
增加了一倍，每天有接近200名产妇前来就
诊，而且高龄产妇占很大的比重。为了及时
应对这一情况，鱼台县人民医院扩建妇产科
门诊，新建后门诊面积达到800余平方米，由
妇产科 1 1位专家及技术精湛的医师轮流坐
诊。购置了盆底康复仪、臭氧仪、保宫仪、
体外短波治疗仪、红光治疗仪、低频脉冲治
疗仪等设备，最大限度满足患者就诊需求。
产房增加了病房的值班人数量，增加了12张
病床。为方便县内孕产妇就诊，特别是偏远
农村的孕产妇，配备了24小时免费接送住院
分娩救护车。救护车专人 2 4小时全天候服
务。车上配有产包、急救箱、氧气等齐全的
抢救器材，孕妇如出现待产征兆或其它异常
需要住院，只要接到产妇请求电话或产妇家
人消息，值班医务人员会在10分钟内出动救
护车接诊。开设了高危孕产妇、高危新生儿
救治中心，成立专家组，开设绿色通道，最
大程度地保障了母婴安全。

在县直医疗机构中，抽调妇科、产科、生
殖科、妇幼保健科专业技术人员，组建、增设
二胎、高龄孕产妇门诊、孕产妇保健中心、营
养门诊、心理咨询等专业门诊，以计划怀孕夫
妇、高龄孕产妇和哺乳期妇女为重点，提供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生育能力评估与指导、孕产
期保健、安全分娩等服务。开展心理疏导，缓
解个别孕产妇紧张情绪。

为普及孕产知识，满足不同年龄层产妇
的需求，今年2月，鱼台从县直医院先后抽调
8名资深妇产科医生组建专家宣讲团队，分别
在全县11镇街、30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80余
场次的孕产妇健康讲座。同时，多渠道宣传
计生政策，截至目前，共发放宣传材料5万余
份。

今年3月，鱼台县在罗屯镇计生办打造了
“准妈妈”专属俱乐部，邀请县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镇街卫生院的妇产科专
家，发挥村级专职主任力量，组织辖区内的
“准妈妈们”通过多媒体了解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内容和流程，医生传授孕期保健瑜伽
课，讲解产妇产后恢复、育儿方式等知识，
真正使计生工作由管理变服务。目前，罗屯
镇计生办“准妈妈”专属俱乐部知识培训已
举办了三期，受益人群300余人次。

为提升计生家庭发展能力，今年以来，鱼
台县着力推动计生向民生靠拢、管理向服务转
变，免费开设月嫂班、面点班、电气焊班等系
列培训班。培训课程内容贴近生活，实用性
强，得到了不少家庭的点赞。

鱼台县卫计局

全民健康促进行动让群众幸福指数节节高

①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导
②导医热情服务
③对计生家庭入户随访
④健康信息化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⑤举办面点培训班
⑥开展“一二三四”奔健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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