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UYAO RIBAO

综合
新闻卫星城导刊·7 2020年9月28日

责任编辑：孙安杰 电话：62728092

本报讯（记者 黄庐锦）走进
泗门镇谢家路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的标识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村
公园的文明长廊上，一侧展示着谢
家路村志愿者的活动风采，另一侧
各类通俗易懂的宣传语处处提醒着
大家要注重文明礼仪。在文明实践
站内，设有健康家园馆、精神家园
馆、志愿者服务站、乡贤工作室、
老年活动中心、0-3岁亲子教育室
等，满足了村民开展文化活动、志
愿活动等不同的需求。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加强、改
进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自谢家路
村文明实践站建成以来，村党委将
其作为全村工作的重心，不断优化
实践阵地建设，探索特色文明实
践，着力打造文明实践主力军，增
强村民幸福感和获得感。谢家路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整合现有基层公
共服务阵地资源，形成以村文化站
为中心，文化活动室为点的格局，
优化健康家园馆、文化活动广场等
场所功能，打造理论宣传、教育、
文化、健身体育等服务平台，统筹
使用、协同运行，打造百姓身边的
活动场所。

与此同时，谢家路村以志愿者

服务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以现代
志愿服务机制支持文明实践阵地建
设，以“We志愿服务网”对接文
明实践活动需求，以专业志愿服务
助推文明实践活动开展。该村构建

“岗位化、专业化、社会化、网络
化”的现代志愿服务机制，组建党
员志愿服务队、巾帼志愿服务队、

民兵志愿者服务队、夕阳红志愿者
服务队、普法志愿者服务队等志愿
者实践队伍，尤其是疫情防控期
间，广大党员志愿者不间断在全村
范围内进行防控宣传，开展双巡双
控，民兵志愿者冲锋在前，坚守卡
口执勤，巾帼志愿者积极守小家为
大家，为卡口做点心、送茶水，为

居家隔离人员做好各类物资保障，
生动诠释了谢家路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硕果”。

谢家路村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与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结合，在全村营造良好氛
围。在主题教育期间，谢家路村设
立初心学堂，编制党员初心故事
本；每月10日晚上在“小板凳说
事亭”进行小板凳说事；每月23
日前哨支部规范学习，全面引导党
员干部深入学习，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在党教点、宣教点、
妇教点、团教点等定期开展学习，
使文明礼仪、文明习惯的传承文明
行为在全村蔚然成风。有序开展环
境治理、矛盾调解、教育关爱、文
化惠民、平安法治等多样化、多元
化的文明实践活动，让村民感受到
温暖在身边、文明在身边、幸福在
身边。

下一步，谢家路村将进一步巩
固全国文明村创建成果，提升新时
代文明实践力度和广度，积极探索
具有本村特色的实践内容，通过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文明实践，
让村民在文明创建中增加自豪感、
增强自觉性，凝心聚力争创全国文
明村“四连冠”。

谢家路村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争创全国文明村“四连冠”

■本报通讯员 宋家园

家住泗门镇的朱女士因月经
不规律来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
超声诊断结果显示，她的子宫内
膜长有息肉，另外还患有子宫黏
膜下肌瘤，需要尽快接受手术，
但是要同时切除两个病变部位，
手术难度较大。此时，宁波市李
惠利医院妇科专家杨玲玲正好在
市四院坐诊。于是，杨玲玲为朱
女士进行了宫腔镜下子宫肌黏膜
肌瘤切除术、宫颈息肉切除术和
诊刮术，手术全程顺利，朱女士
术后康复良好。

市四院妇科作为姚西北地区
妇科疾病诊疗中心，承担着区域
内妇科疑难疾病诊疗工作，随着
农村妇女就医意识的增强，医务

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也亟需提
高。为此，市四院请来了宁波市

李惠利医院的妇科专家团队下沉坐
诊，并输送科室里的医生们前往宁

波市李惠利医院规培学习。
在宁波市李惠利医院专家团队

的“传帮带”下，市四院妇科逐渐
发展壮大，技术水平和服务理念不
断提升，已经成为姚西北地区较为
强大的妇科专业技术队伍。

在宁波市李惠利医院妇科专家
杨玲玲、周乔芳等的帮扶指导下，
眼下，市四院妇科技术水平不断提
升。同时，专家们还在科室开展了
关于“功能性子宫出血”等业务学
习，提高了科室成员的知识和诊疗
水平。

在妇女体检宫颈癌筛查时，家
住临山镇的刘女士被诊断出宫颈上
皮内瘤变2级，这是宫颈癌前的中
度病变，为此她很担心，从亲友
处听闻市四院每星期都有宁波市
李惠利医院的妇科专家坐诊，便
立即赶往医院挂专家号。专家经过
诊断后，为她切除了宫颈病变部
位，刘女士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
地。

图为宁波市李惠利医院专家正
在为病人诊治。

通讯员 宋家园摄

当好女性健康守护者

■本报通讯员 宋家园

家住泗门镇的张大伯是个老
慢支病人，此次突发气促，在市
第四人民医院检查后诊断为左侧
大量气胸，住院治疗后症状好
转，但气胸破口未能自愈，需要
胸腔引流管才能正常呼吸。因患
者年龄大、体质差，家属求助多
家大医院未果。宁波市李惠利医
院专家葛挺在市四院住院病区查
房时得知此事，主动联系患者家
属提供帮助，最后，张大伯在李惠

利医院呼吸内科和胸外科团队合
作下顺利拔管，重返正常生活。

近几年，在宁波市李惠利医
院专家团队的帮扶下，市四院的
内科走上了专科化发展的道路，
从中细化出了消化内科和呼吸内
科。

在消化内科专家高志强的帮
扶和指导下，市四院消化内科能
熟练开展胃镜及肠镜的常规检查
和急诊诊治，并开展多项内镜下
微创治疗，如胃肠道息肉摘除、
消化道取异物、上消化道出血治

疗等，市四院医生们的操作能力不
断提高，手术量也逐渐增加。同
时，宁波市李惠利医院专家们还时
常带着市四院科室成员开展肿瘤学
习沙龙、下乡义诊、患者教育宣教
等活动，提升了市四院消化内科在
姚西北地区的影响力。

在呼吸内科专家吴宏成、葛挺
的帮扶和指导下，市四院呼吸内科
医生们能对肺部感染、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间质性病变、胸腔积液等
疾病开展规范化治疗，及时对呼吸
衰竭、重症肺炎、哮喘持续状态等危

重症患者进行抢救。2019年，葛
挺受聘成为市四院呼吸内科主任。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葛挺
到武汉援助时，仍不忘帮扶市四
院，多次在线上开展业务培训，提
供现场新冠病例，并要求科室医生
们在此危难之际要勇于向前，心怀
家国。

在宁波市李惠利医院专家团队
的“传帮带”下，市四院消化内科和呼
吸内科逐渐发展壮大，疾病诊治水
平和服务理念不断提升，使一些疑
难病或肿瘤患者得到了有效治疗。

消化道呼吸道的“维修车间”

■本报记者 黄庐锦
通讯员 周梁梁

初秋的午后，位于泗门镇楝树
下村的宁波明诺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残疾人之家内，各个参赛人员早已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啦啦队队员
们的加油声回荡在场地内。一张张
乒乓球桌上摆着崭新的球拍和球，
蓄势待发，另一边的台球桌上也做
好了比赛的准备。

原来宁波明诺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残疾人之家正在举行“同伴比
赛”活动，旨在加强精神疾病患者
的运动质量、提高身体素质、促进
身心健康。比赛内容包括乒乓球
（女子组） 与台球 （男子组） 比
赛。泗门镇汝湖同伴之家成员、精
防医生、阳光义工志愿者等，共计
二十多人参加。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乒乓球与
台球比赛同时开打，顿时气氛高
涨，热闹非凡。明诺残疾人之家啦
啦队队员的加油声、呐喊声，一浪
接着一浪，给参赛人员增添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在女子乒乓球比赛
中，队员们打得很认真。玲玲抿着
嘴，精神高度集中，右手紧握球
拍，游刃有余地接住一个个球，还
不时回击一个漂亮的快球。反观她
的对手阿梅就没有那么轻松了，玲
玲的回击让阿梅有些手忙脚乱，应

接不暇。阿梅的朋友在一旁着急地
指点：“左边左边，她往你左边打
啦，快接住……右边右边，又打右
边啦！”眼看着比分逐渐拉开，阿
梅却并不气馁，执着地继续坚持
着，一分一分地往上追赶。最终，
还是玲玲技高一筹，赢得了比赛。

在男子台球赛场上，则是另一
番景象。大家个个沉着冷静，气氛
凝重，凭自己眼光观察台面，绞尽
脑汁击球，“啪”的一声脆响进
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阿
珂，他握着球杆绕着台球桌寻找
最佳角度，时不时地用球杆比划
一下击球线路，全方位对比斟酌
后才俯下身摆好姿势·，瞄准白球
沉稳一击，一杆进洞。阿珂逐渐找
到手感，一连进了四个球，让他的
对手看得直冒冷汗。最终，阿珂毫
无悬念地获得了男子台球组的冠
军。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比赛分出了胜负，两个项目的前三
名参赛人员都获得了丰厚的奖品。
最后，全体参赛人员一起合影留
念，镜头中大家捧着来之不易的奖
品笑得格外灿烂。阿珂捧着奖品特
意找到了他的对手，安慰对方不要
失落，还承诺教对方打台球，大家
一起提高。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向外
走去，同伴的意义在此刻尽得彰
显。

“明诺电器”残疾人之家

举行同伴比赛活动
共同感受竞技体育

■本报通讯员 宋家园

家住黄家埠镇的马大妈气促
了一段时间，她来到市第四人民
医院挂了心血管内科专家号就
诊。当时恰有宁波市李惠利医院
专家医生姜庆军坐诊，有着丰富
临床经验的姜庆军根据检查结
果，考虑引起患者气促的原因可
能是肺栓塞。马大妈半信半疑，
立即去杭州的上级医院检查，结

果确诊为肺栓塞，及时的发现与
治疗降低了她的死亡风险。

近几年，在宁波市李惠利医
院专家团队的帮扶下，市四院的
内科走上了专科化发展的道路，
从中细化出了心血管内科、神经
内科和内分泌科。

在宁波市李惠利医院心血管
内科专家姜庆军、陈文采的指导
和帮扶下，市四院心血管内科能
常规地进行深静脉穿刺等操作；

专家们定期开展以高血压、房颤、
冠心病等为主题的业务学习，提升
了科室的诊断治疗水平。

在神经内科专家范小琴、陈勇
等指导和帮扶下，市四院神经内科
能为附近的脑梗死病人提供更快更
有效的治疗。同时，宁波市李惠利
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们还可通过远
程指导，帮助市四院的医生们诊断
疑难杂症。

在宁波市李惠利医院内分泌科

专家俞孝芳、范世宏的指导和帮扶
下，市四院内分泌科新增了糖尿病
并发症筛查和胰岛素泵的应用。专
家下沉坐诊后，专科患者的病种不
断增加，如甲状旁腺疾病、肾上腺
疾病等，这是两院医生互相促进提
升的结果。

“近5年的时间，李惠利专家
们的定期出诊，扩大了我院在姚西
北地区的影响力，提升了我院的口
碑；专家们定期开展的业务学习，
让科室的专科水平和诊治能力都有
所提高；专家们对待患者热情认真
的工作态度，也让我们受益匪
浅。”市四院的内二科主任刘燕红
说道。

目前市四院内科在心血管疾
病、神经疾病和内分泌疾病等的诊
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已
成为姚西北地区的高血压病（心血
管）会诊中心和糖尿病会诊中心。

扼杀慢性病的种子
帮助群众解除病痛

“惠泗利民 携手同行”系列报道

真情慰问送祝福
百岁老人笑开颜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优良传统，9月20日上午，在百岁老人章桂
花寿辰之际，泗门镇湖北村老龄工作负责人王文娟上门慰问了她，代表村
党总支、村委会和村老协向老人送上生日蛋糕和慰问金，祝愿老人健康如
意，福寿绵长。

章桂花是湖北村年龄最高的老人，五世同堂。通过沟通，村干部了解
到老人身体硬朗，思路清晰，语言能正常表达，生活基本自理，这让在场
的人都非常惊讶，当然这也离不开家属平常生活中对老人身体和心理健康
的关心照顾。

通讯员 胡蓓摄

图为谢家路村新时代文明长廊一角。 记者 黄庐锦摄

柿子熟了，村民共享
近日，泗门镇谢家路村村民正在采摘成熟的柿子。
据了解，柿子树的主人在每年柿子成熟时都会邀请村民前来采摘，虽

然数量不多，但是村民们都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记者 黄庐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