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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卫计局计生协会主办，五莲
县中医医院承办的健康知识讲堂活
动于11月30日上午开幕。活动由县卫
计局党委委员、 县计生协会主席、副
局长王文广主持，五莲县中医医院院
长助理厉国出席活动并致欢迎辞，五
莲县中医医院医疗共同体所辖乡镇
计生办人员、乡村妇女主任等共计约
300余人参加活动。

在活动现场，院长助理、针灸二
科主任周勇、 妇产科主任李文英、内
二科主任迟海霞、门诊部主任郑召善
等业务专家分别对中医适宜技术、优
生与围生期保健、 糖尿病健康知识、
中医不孕不育等贴近百姓生活的知
识进行讲解，并且采取现场互动的方
式让健康知识更加有趣， 深入人心，

由中医医院护理团队带来的“八段
锦”展示更是引得与会人员起立共同
学习，将本次培训活动推向高潮。 此
次健康知识讲堂培训活动、普及了健
康生活知识，对医共体所辖区域内的
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维护身心
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整场活动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通俗易懂，深受参会人员欢迎。 五莲
县中医医院医疗共同体办公室主任
王淑富说：“通过此次培训活动，一方
面能够传授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可搭
建一个医共体范围内卫生健康工作
人员相互交流的渠道，加深广大群众
对医共体的了解， 推动医共体的发
展。 ”

（宋健）

五莲县中医医院“二甲”复审工
作即将到来。 为全面推动“二甲”复审
迎评工作，营造浓厚氛围，确保“二
甲”复审迎评工作有序、有力、有效推
进，12月7日下午，五莲县中医医院召
开“二甲”复审工作动员大会，部分院
班子成员、 中层正职以上科主任、护
士长参加会议。
“我院二级甲等中医医院复审迎

评工作正式开始， 请各科室做好准

备！ ”随着五莲县中医医院党委书记、
理事长李华的指示，拉开了全院“二
甲”复审迎评工作的序幕。 在会上，李
华同志就“二甲”复审迎评工作安排
作出了部署，对“二甲”复审迎评工作
中的部分细节做了强调，要求全院上
下从现在起全力以赴、 坚定信心、统
一思想，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提前准
备各项工作，认真学习、吃透标准，以
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二甲”复审迎评

工作中去。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二甲”复审迎评工作是全院工作
的重中之重， 也是进一步加强医院管
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水平、规范医疗
服务行为的重要契机。 县中医医院人
定将全力以赴、统一思想，以昂扬向上
的精神状态，积极投入到“二甲”复审
迎评工作中去，打赢复审攻坚战，共同
开启医院发展新格局！ （宋健）

我院举办健康知识大讲堂，
为妇女主任“充电”

全力以赴迎复审 上下齐心谱华章
我院召开“二甲”复审工作动员会

为进一步加强冬季校园及周
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和
减少涉校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交
警山海天大队针对冬季恶劣天气
增多状况，立足辖区实际，结合当
前正在开展的“百日攻坚行动”，不
断完善和强化各项校园交通安全
管理措施，全力为广大师生平安出
行保驾护航。

由大队车辆管理所牵头各中
队深入辖区校车企业， 全面查找、
整改校车安全突出问题和管理漏
洞。 重点排查清理校车驾驶人是否
存在逾期未审验、 违法未处理、记

满12分等隐患，排查校车安全状况
是否良好、 卫星定位装置是否配
备，以及校车标识、灭火器、安全锤
等安全设施是否存在突出问题。 同
时，督导校车公司进一步完善安全
应急方案， 定期组织好实地演练，
加强对校车驾驶人的教育和管理
力度。 12月份以来，开展校车安全
隐患大检查4次， 未发现突出隐患
和管理漏洞，全力确保了辖区校车
的安全运营。 由装备财务科会同安
监、交通运输等部门，定期排查掌
握辖区校园周边道路隔离护栏、信
号灯、停车泊位、标线标牌、超速监

控设备等交通安全设施，以及辖区
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危险路段的
防撞护栏、防撞墙和减速带、警示
标志标牌，对发现的不规范不完善
的交通安全设施及时进行整改完
善。 12月份以来，在校园周边维修
更换隔离护栏30节、 维修信号灯6
处、施划标线6处、增设标牌2面，全
力优化交通组织， 完善交通设施，
为学生进出校园创造了良好的道
路交通环境。

该大队通过在学校周边道路
设立固定岗，加强校园周边交通秩
序整治和交通疏导工作。 依托青岛
路与太公岛一路、山海天路与太公
岛一路、 山海天路与太公岛二路、
青岛路中学、实验小学、龙山路小
学6处“高峰岗”和“护学岗”，及时查
纠机动车乱停乱放、 不礼让斑马
线、闯红灯、行人翻越护栏等不文
明交通违法行为，积极引导学生安
全通行，确保学生上下学期间交通
安全。 结合当前开展的冬季道路交
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加强校园周
边道路的巡逻管控，定期开展中小
学、 幼儿园接送车辆专项整治，对
校车超员、超速以及未取得校车驾

驶资格的驾驶人严格依法查处，对
农村面包车、黑校车、报废车等非
客运接送学生的车辆， 坚决取缔，
依法处理。 加强部门联动，积极会
同城管、交通等相关部门，通力合
作，协调作战，深入辖区校园周边
路段，对各学校门口、周边路段摆
摊设点、占道经营的小商小贩进行
集中清理，彻底为学生营造一个安
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该大队组织宣教民警，先后走
进实验小学、 龙山路小学等5所学
校，以“细节关乎生命 安全文明出
行”为主题开展了“122全国交通安

全日”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
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分析了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列举了发生在身
边的交通事故案例，并通过向广大
中小学生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
讲授交通安全常识、教授交通安全
手势等方式教广大学生掌握基本
的和必备的交通安全常识，使学生
们牢固树立“交通安全人人有责”
的交通安全意识，通过“小手拉大
手”的方式，让一个孩子带动一个
家庭，让千家万户关注安全文明出
行，为构建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奠
定坚实的基础。

（徐礼国）

交警山海天大队多措并举切实
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近日，五莲县中医医院召开医共
体工作推进会。 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景传宝，院长助理厉国，医共体办公
室、财务科、信息科、放射科、药剂科、
医保处、护理部、检验科等相关科室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医共体办
公室主任王淑富主持。

会上，王淑富同志首先传达了五

莲县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精神
和县卫计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常顺同
志讲话，并对中医医院医共体下一步
的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

最后，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景
传宝同志总结讲话，要求大家提高思
想认识，坚定决心和信心，鼓励大家
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政策，共同推进医共体各项工作
稳步向前发展。

通过本次会议，相关科室明确了
下一步工作的努力方向，为进一步推
进医共体建设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仲崇霞）

五莲县中医医院召开医共体建设推进会 五莲县中医医院 主 办

为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近
日，长岭镇卫计办联合卫生院在石井
社区组织开展了“献爱心、共成长、关
爱留守儿童”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认真地为孩
子们进行义诊， 不仅给他们量身高、
听心肺、询问近期身体状况，还结合
秋冬季防疫工作，按照不同的年龄段
分别为孩子们讲解了各种常见疾病
的概念、危害及传播方式，让小朋友

们养成良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
除了卫生知识方面的讲解，工作

人员还邀请社区内的留守儿童开展
与外出务工的父母亲情视频通话活
动， 同时以微信的方式围绕安全教
育、儿童成长等专题进行推送，使家
长更多了解孩子，以更多样的方式陪
伴孩子，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董琪）

长岭镇卫计办关爱留守儿童成长
12月 21日， 由中国初级卫生保

健基金会联合农工党山东省委会主
办，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东方
关爱公益基金”与莒县人民政府承办
的“健康中国?关爱行”—莒县医疗卫
生帮扶工程启动仪式在莒国大饭店
三楼莒国厅隆重举行，这是中国初级
卫生保健基金会首次在山东省针对
地方行政区划启动的医疗卫生领域

的全面帮扶。
中国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

国初保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庆
年，省政协常委、提案委副主任、农工
党山东省委专职副主委王军， 中国初
保基金会“东方关爱公益基金”管委会
主任王锋，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日照
市委主委林玉营、 市卫计委副主任窦
明滨，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科技大学

教授王家林，县长费立志，县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邵明法，县委常委、副县长
刘云强，县卫生计生局局长王家友，以
及中国初保基金会“东方关爱公益基
金”管委会、项目部、公益服务平台的
有关负责同志，农工党山东省委、日照
市委的其他有关领导， 以及全县卫生
计生系统干部职工 300余人参加了启
动仪式。 (来永娜）

“健康中国 关爱行”
———莒县医疗卫生帮扶工程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