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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婧） 10 月 8
日，市卫生健康委在市会议中心
举行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暨主题
教育党课，深入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大力
宣传卫生健康系统近年来涌现出
的先进典型，用身边的典型事迹
教育、感染、激励全市卫生健康
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人物
为榜样，进一步凝聚初心、汇集
能量，推动卫生健康事业蓬勃发
展。市委第十三巡回指导组到会
指导。

在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上，
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吕
海东、马村区人民医院儿科主治
医师赵飞琴分别以 《医者仁心
大爱无疆 努力做一名让人民群
众满意的健康守护人》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争做白求恩式
好医生》为题，结合各自的工作
经历，用质朴的语言、生动的事
例，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向与
会人员讲述了坚守医者初心、勇
担健康使命的医者故事。

听别人的故事，想自己的心

事。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两位医
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业奉献、
勇挑重担，医者仁心、医者匠
心，他们坚守初心、全心全意为
人民健康服务的生动实践，让大
家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心灵
的净化。

在集中观看政论片 《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后，市卫生健康
委党组书记、主任杨吉喜以《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坚守为民
初心、牢记奋斗使命》为题，结
合卫生健康工作实际，从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首先要旗帜鲜明
讲政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是要干事创业敢担当；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一心为民
谋健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是要立身固本讲政德；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廉洁自律
守底线五个方面，为与会人员上
了一堂党课。

左图为市卫生健康委先进典
型事迹报告会暨主题教育党课现
场。

本报记者 刘 婧 摄

市卫生健康委举行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暨主题教育党课

本报讯 （记者刘婧） 昨
日，记者从山阳区卫生健康委
了解到，为全面落实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引领辖区整体业务
水平提质增效，山阳区卫生健
康委创新工作思路，拓展业务
模式，全力打造“小房子”工
作模式。截至9月底，经过3个
多月的连续奋战，山阳辖区1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房
子”工程已顺利竣工。

“小房子”是山阳区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的特有模式。
打造“小房子”旨在提高工作
效率，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更
加便捷精准，管理更加科学。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全面
摸底排查，将辖区内的社区楼
院以平面图的形式绘制出来，
在平面图上清晰地标注楼层结
构、住户，户主姓名、电话号
码、家庭人数、健康信息等。

家庭医生团队拿着“小房
子”下社区可以做到精确定
位、精准服务，极大地提升了
工作效率，使更多的重点人群
享受到高质量服务。同时，各
服务团队在工作中会根据居民
家庭人员变化和健康状况，及
时更新“小房子”信息，为公
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提供可靠的依据。

“小房子”工作模式在山阳
区的开展和应用其实质和内涵
是全面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精
细化、精准化、无死角地贯彻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在推进“小房子”
工作过程中，积极发挥主观能
动性，将“小房子”工程向纵
深发展，衍生出“小房子+”
工程，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更加便捷高效。

山阳区卫生健康委

全面建设“小房子”工程

本报讯（记者刘婧） 9 月
30日上午，上海交大健康管理
与服务创新研究院与焦作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在市会议中心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今后，双方
将在高端医疗、教育培训、科
研转化、管理提升、康养旅
游、“一带一路”建设六个方面
进行全方位合作。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
鲍勇与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杨吉喜代表协议双方
签订了全方位合作框架协议。
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以
及各县 （市） 区卫生健康委主
任、分管主任和部分医养中心
运营负责人，市卫生健康委机
关相关科室负责人鉴签并参加
座谈会。

9月28日至29日，鲍勇一
行先后对我市修武县人民医院
医养照护中心、修武县郇封镇
医养中心、和佑医养中心、恒

大养生谷、云上院子、蕾娜范
养老院、中站区爱仁居医养中
心进行了现场调研。

在 9 月 30 日上午召开的专
题报告暨座谈交流会上，鲍勇
对我市医养、康养工作建设运
营情况给予了肯定。他说，几
天来的调研让他感受颇深。焦
作人杰地灵，具有浓厚的干事
创业氛围，有一支想做事、能
做事、做成事的卫生健康工作
队伍，这也吸引了上海交大健
康管理与服务创新研究院与焦
作市卫生健康系统的合作。

经过深入的沟通交流，上
海交大健康管理与服务创新研
究院与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决定签订全方位合作框架协
仪。当天，鲍勇结合我市正在
推进的医养、康养工作，围绕
康养产业发展和如何应对老龄
化社会，作了专题辅导报告，
并同大家进行了座谈交流。

市卫生健康委与上海交大签订协议
在医疗、康养、科研、管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本报讯（记者刘婧） 昨日，记者
从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我市正在全
市范围内实施高龄老人免费体检计
划，将对全市85周岁 （1934年12月31
日前出生） 以上老年人免费进行健康
体检 （市直离休干部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按照市人社局等部门体检政
策执行，不再参加此次体检），这是我
市提升养老服务水平、让老年人生活
更幸福的又一举措。

据介绍，根据 《关于实施 2019 年
民生幸福工程的意见》 要求，此次高
龄老人的免费体检，将按照每人每年
300元的标准，比照公务员体检项目进
行体检。

根据高龄老年人的身体素质、行
动能力等因素，体检分为院内体检项
目和上门体检项目。其中，院内体检
项目包括一般检查、彩超、血常规、
血脂四项、肝功能五项、肾功能三
项、肿瘤标志物、心电图、胸片、眼
底辅助检查等项目。上门检查项目包
括普通检查、血糖、血脂四项、肝功
能五项、肾功能三项、肿瘤标志物、
快免四项等项目。

目前，我市各县 （市） 区已全面
开展工作，按照人口居住范围、服务
半径、交通条件，结合区域卫生资
源，合理确定承担机构。按照部署，
各县 （市） 区卫生健康委将根据前期
摸底排查情况组织辖区内高龄老人进
行体检，并在10 月底完成辖区内符合
条件的高龄老人体检工作。

我市要求，各承担体检工作的医
院要根据高龄老年行动能力状况，分
类制订体检服务方案，对行动不便的
老年人进行上门体检，对身体状况良
好的老年人进行院内体检。同时，及
时反馈体检结果，根据体检结果采取
健康行为干预措施。

据了解，高龄老人体检费用将由
市、县两级财政按1∶1的比例分担。市、县财政部门将
根据各县（市）区高龄老人摸底排查人数足额安排体检资
金，在体检工作完成后将资金足额拨付给各体检机构。

高龄老人免费体检是全市2019年民生幸福工程中的
重要一项，市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县（市）区卫生健委要
切实提高主动性、自觉性，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
工，精心安排部署，推动高龄老人免费体检工作扎实有序
开展。各承担体检工作的医院要严格按照体检项目和要求
完成体检，保证体检质量。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委要对
体检医院加强监督，确保体检工作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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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婧 通讯
员何光峰） 9 月 26 日至 28 日，
焦作市第二届“耳聪工程”在
市五官医院实施，来自中国香
港及省内外的著名耳科专家集
中为我市41名贫困听障儿童和
耳疾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耳聪工程”是由香港“耳
听心言”基金和香港中文大学
人类传意科学研究所发起、针
对耳病患者的大型公益慈善活
动，从2005年开展至今，已为
国内10余个城市的1500余人进
行了免费耳科手术，培训医护
人员1000余人，并提供技术交
流，广受社会好评。

该工程实施期间，市五官
医院向“耳听心言”基金赠送

“扶贫济困 乐善不倦”牌匾，
表达谢意。“耳听心言”基金主
席唐志辉则代表“耳听心言”
基金向市五官医院回赠“热心
公益 大爱无疆”牌匾，感谢
基地医院为把这个项目做好做
实，在完善硬件设施、改善配

套环境、前期筛查等方面的倾
力付出。

为帮助我市贫困听障儿童
重新聆听世界，在市卫生健康
委和市残联的支持下，2018
年，市五官医院积极申请并认
真筹备“耳聪工程”项目，顺
利通过验收，成为我省首家承
接该项目的地市级医院，当年
我市38名贫困听障儿童和耳疾
患者享受了免费手术治疗。

今年，为迎接2019年“耳
聪工程”走进我市，把这个项
目做好做实，更好地惠及贫困
听障儿童，6 月起，市五官医
院就与市残联联合下基层，开
展健康教育和听力筛查工作，
完成初筛、二筛后，确定了手
术病例。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相关
专家为符合手术适应症的41患
者实施了手术治疗。该项目实
施中，我市还组织医疗技术人
员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同步观
摩手术，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市第二届“耳聪工程”圆满结束
我市41名贫困听障儿童和耳疾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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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海东

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
作 32 年，经过他的不懈
努力，1997年2月，河南
省首家神经病理实验室在
市人民医院正式建立。
1998年9月，他率先在全
省开设了神经肌肉病专
科，使众多疑难病例得到
了确诊和及时治疗。多年
来，他多次荣获市科技成
果奖、五一劳动奖、“拔
尖人才”奖、第八届“河
南优秀医师奖”，现任全
国神经肌肉病学组委员、
河南省神经内科学会常务
委员、河南省神经系统罕
见病学组副组长。

赵飞琴

被网友称赞为“最美良心医
生”。2018年7月24日，一对年
轻夫妇抱着一个七八个月大的孩
子急匆匆地走进马村区人民医院
儿科病房值班室，赵飞琴看到孩
子满脸通红，颈部、胸前和后背
都出现了红色丘疹，诊断为蛋清
过敏，便开了4片抗过敏药，药
费一共0.19元。孩子服药半个小
时后红疹消退。0.19元药方引起
各媒体关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配发人民微评《“良心药”背后
的民意期待》，新华社、澎湃新
闻、《新京报》、腾讯新闻、网易
新闻、《大河报》等多家媒体争
相报道。今年医师节前夕，赵飞
琴被评为全国第三届“白求恩式
好医生”。

10月7日，沁阳市妇幼保健院院长杨素云（右三）为沁阳市
崇义镇水运村的老人们分发蛋糕。当日是重阳节，沁阳市妇幼保
健院与水运村60岁以上的老人们一起欢庆国庆、共度重阳。该
院单车医疗队为水运村的200余名老人进行免费体检，并为老人
们定制了写有“情系老人，共度重阳”字样的节日大蛋糕，赠送
了节日礼品和3000元现金。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图为马村区人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赵飞琴
作先进事迹报告。本报记者 刘 婧 摄

⬆国庆长假期间，市人民医院广大医务人
员坚守工作岗位，为群众的健康护航。图为该
院全科护士与患者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王中贺 摄
⬅10月5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务

人员在为患者检查身体。
王中贺 摄

⬇10月3日，市第六人民医院老年科护士
在和入住老人一起做游戏。

王中贺 摄

图为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吕海东
作先进事迹报告。本报记者 刘 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