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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接收检测标本2万多管
商丘市中医院移动核酸检测车助力抗疫工作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陈曦 实习生 刘硕 文图

本报商丘讯 7 月 30
日，商丘市中医院派出移动
核酸检测车紧急驰援民权
助力抗疫工作，商丘市中医
院PCR实验室负责人刘云
飞担任移动核酸检测队的
领队。

为了尽快投入“战斗”，
到达民权后大家顾不得休
息，调试检测车各项仪器设
备领取耗材。

“因为这是移动核酸检
测车第一次投入‘实战’，里
面的大大小小十几个仪器
都需要调试，有些仪器还是
第一次使用。”刘云飞向大
河报·豫视频记者介绍，让

他印象最深的是，20岁出
头的队员王宣博作为PCR
实验室的专业人员，一边拆
封仪器整理实验室，一边记
录需要的耗材，在大家的通
力合作下，经过10余个小
时的调试，终于可以承担第
二天的核酸检测任务。

8月1日2时至23时，
刘云飞的移动核酸检测队
当天接收检测标本 1875
管，当天检测阳性标本12
例。

8月2日接收检测标本
329管，8月4日接收检测
标本2037管，8月5日接收
检测标本2908管，半个月

以来接收检测标本达2万
多管……每天繁重而又紧
张的工作让所有人都紧绷
一根弦儿，高温天气让队员
邓雷和刘红梅中暑。

“我们的队员都憋着一
股劲，都想尽自己所能去
干，希望早日战胜这场疫
情。”刘云飞说，抗疫一线的
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像高温
天气下孙伟和逯秋峰不畏
酷暑连续工作4个小时进
行通电调试器械安装；常显
磊主动担任起了后勤保障
沟通的工作，同时也是队伍
中的保健医生，保护大家的
身体健康。

商丘市中医院移动核酸检测车助力抗疫工作

本报商丘讯 8 月 10
日，在九江开往沈阳北的列
车上，一位孕妇突然腹痛难
忍需要紧急救助，当列车即
将驶入商丘时，商丘市120
指挥中心接到了该列车乘
务组的电话，立即调派距离
最近的救护车进行接诊。

接诊时医护人员发现，
该孕妇极其痛苦，精神状态
模糊，有规律宫缩，胎膜早
破，羊水流出，有剖宫产病
史 ，测 血 压 较 高 220/
130mmHg，低压比正常人
高压还高，全身水肿，属于
危重症孕产妇，立即转至商
丘市中心医院急危重症孕

产妇救治中心。
商丘市中心医院接诊

后，立即一键启动，开通绿色
通道，紧急救治，以最快的速
度做好了术前准备工作，在
手术室隔离病房为孕妇进行
手术抢救。最终，在该院心
血管科、麻醉科、妇产科等全
体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共同
努力下，伴随着一声婴儿的
啼哭声，该孕妇顺利产下一
个男婴，大家悬着的心终于
落地。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
医院急危重症孕产妇救治
中心，连续抢救了好几位其
他医院120转过来的危重

孕产妇，都救治得非常成
功。兄弟单位信任我们，患
者把母子性命都托付给我
们，按照我们商丘市中心医
院院长聂丽的话，我们拼尽
全力，举全院之力也要努力
救治。”商丘市中心医院妇
产科主任王艳丽说。

商丘市中心医院医护
人员，正是以丰富的临床经
验、精湛的技术、高尚的医
德和高度的责任感，凭借着
医院强大的团队合作精神，
为孕产妇母子的安危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为患者的家
庭托起一片蓝天。

列车上的紧急呼救——
商丘市中心医院紧急抢救跨省列车上的高危孕产妇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杨海燕

优化老年人就医环境
提高老年患者满意度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曹永宏

本报商丘讯 近年来，商
丘市睢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为促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
设，优化老年人就医环境，积
极推进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
设，提高老年患者满意度。

完善老年友善文化。指
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从医院
文化建设入手，强化职工行为
规范，工作中以尊敬的态度、
易懂的语言与老年人交流；引
导老年人智能就医，帮助老年
人熟悉智慧医疗服务流程和
操作程序；利用各类活动，到
社区（村组）开展尊老、敬老、
爱老相关宣传义诊公益活动，
多形式促进老年健康和疾病
预防知识宣教。

规范老年友善管理。建
立完善老年友善管理制度，将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纳入
医疗机构评价体系，强化年度
工作计划落实，定期督导整改
和总结完善；开展老年心理

学、社会学、专业技能等培训，
提高医务人员和陪护人员服
务老年患者的能力；强化资金
投入，推进辅助移乘设备、无
障碍通道设施建设、建筑与环
境改造改善；设立老年疾病多
学科综合服务门诊，为老年人
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用药指
导等“一站式”门诊服务。

提升老年友善服务。推
进医疗机构独立老年医学科
建设，建立老年人就医绿色通
道，完善电话、网络、现场预约
等多种挂号方式，优先提供缴
费、化验检查、医保报销、出入
院快捷服务；对住院老年患者
进行高风险筛查，建立风险防
范措施与应急处置方案；完善
老年人日常健康管理服务，依
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规
范老年人健康报告反馈，为确
有需要的老年人开展上门诊
疗、康复、照护等个性服务。

喜讯！商丘市前进小学教育集团荣获
河南省首批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集团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谢晓燕

本报商丘讯 近日，河南
省教育厅公布了首批省级优
质基础教育集团认定对象名
单，经过前期自查自评、县级
初评、市级复评、省级评审等
环节，共评选出河南省首批义
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集团
100个，商丘市前进小学教育
集团榜上有名。

商丘市前进小学教育集
团作为梁园区率先成立的教
育集团之一，自成立以来，充
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集团采
取“紧密型”与“联盟型”相结
合的办学模式，形成了以商丘
市前进小学为主体，商丘市梁
园新区前进小学、商丘市梁园
区前进小学教育集团解放路
校区、商丘市梁园区前进小学
教育集团文化路校区为侧翼

的办学新格局。
商丘市前进小学教育集

团尝试打破校区界限，探索出
优秀教师轮岗、走教送课等交
流模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利
用效益最大化。借助“石永红
中原名师工作室”“李巍中原
名师工作室”“林慧珍省名班
主任工作室”构建教师共同
体，引领教师唱好成才三部
曲，实现教师队伍联动，激活
各校区的“自我造血功能”，提
升集团核心发展力。

据了解，商丘市前进小学
教育集团正围绕“优质均衡、
推进公平”的发展主题，向精
品化、信息化、个性化方向迈
进，奋力谱写教师发展与学生
成长同频共振新篇章。

商丘市睢阳区侨联：
积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侯芳

本报商丘讯 近年来，商
丘市睢阳区侨联秉持“凝聚侨
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维护
侨益”的宗旨，广泛凝聚归侨
侨眷和新侨创新创业人员力
量，合力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融合资源强服务。依托
商丘古城作为“中国华侨文化
交流基地”和历届国际华商节
举办地优势，在商丘古城创建

“侨胞之家”工作站，以历届华
商节活动为载体，搭建为侨服
务平台，提升为侨服务水平，
践行为侨服务理念。

拓宽联谊强交流。以“古
城文化、根亲文化”等独特的
资源优势为依托，充分挖掘侨
联海外统战工作的巨大潜力，
开展“走出去”和“请进来”，加
强对外联系交流。

创新宣传强驱动。开展
“涉侨政策法规进公园、进乡
镇、进社区、进学校巡回展”活
动，组织侨界人士开展“侨心
向党•同唱一首歌”主题活
动，在新媒体发稿20余篇，被
评为“全市侨联系统信息宣传
工作先进单位”。

消防宣传“进农村” 防火知识入人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黄姗

本报商丘讯 近日，为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消防安全工作，全面提升农村居
民消防安全意识，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消防救援大队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持续开展消防宣传“进农村”活动，确保疫
情防控期间农村消防安全。

宣传过程中，该消防救援大队宣传人
员围绕农村的火灾特点和危害性，向村民
讲解家庭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等注
意事项以及常见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等
内容。

最后，该消防救援大队宣传人员提醒
广大村民在居家防疫的同时要时刻注意
火灾防范，加强用火、用电、用气管理，有
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村民
消防安全意识，为维护农村地区消防安全
形势平稳打下坚实基础。据了解，下一
步，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消防救援大
队将结合火灾特点，积极拓宽宣传途径，
开展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宣传活动，全
力构筑农村消防安全保护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