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版

社区·健康
2019年 1月 2日 星期三 www.huangshannews.cn

潘长女：做志愿者很开心
在我们身边有无数志愿者，她们不

图名利，为社会尽责，屯溪区老街社区
的潘长女就是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上午，刚从网格巡查
回来的潘长女和记者聊起她的故事。

退休后加入志愿队伍
潘 长 女 在 屯 溪 老 街 生 活 了 30 多

年，一直自谋职业，开过小吃店、打过
工，因为人热心，2006 年开始担任居民
组长，整天跟居民打交道，去年成为社
区网格员，负责片区 300 多户居民的日
常工作。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家的情

况有些特殊，儿子因智力问题常年要人
照顾，丈夫当门卫，她自己交养老保险，
前年退休了工资也不高。但潘长女一
心想当志愿者，她说儿子享受低保，自
己和丈夫都有工资，温饱不愁就行了，
以前要上班，现在有时间了，还是想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

前年退休后，她加入老街七彩志愿
服务队，成为老街护街队队员。在老街
上，她和队员们经常开展捡垃圾、发放
倡议书、防火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在
居民家中，她和志愿者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做家务，陪他们唠家常；在社区，她主动
化解各类纠纷矛盾，创造和谐氛围。在文
明创建活动中，潘长女处处以身作则，经
常深入小区楼院串门入户，面对面做好创
建宣传；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将群众反映
的问题汇总后及时反馈；及时处理小区环
境卫生问题及乱张贴的小广告、乱停乱放
等不和谐现象。她们的付出使辖区居民
逐渐认同创城，并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融入她的生活
潘长女在温馨家园申请到了廉租

房，原来住在老街背街小巷内的很多老

人也搬了过去。对这些老街坊，她总是
关爱有加，路上遇到年纪大的拎着重物
会主动帮助提一下，邻居遇困难找到
她，她也会尽力帮忙。她还跟老人们
说，有事尽管打电话给她，能帮的她一
定帮。2018年国庆节，得知住在沐春家
园的一位 70 多岁老人家（原来也是护
街队成员，后来因年纪大退下来）摔了
一跤行动不便，因两家离得较近，她就
和护街队队长潘秀娟一起上门帮老人
打扫卫生。

“像这样的小事太多了，我也记不

住，都是顺手的事，不值一提。”潘长女
说能做点事证明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
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帮自己，说不定
哪天自己也需要别人帮助，人与人之间
就该互相帮助。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是护街队定期巡逻的日子，平时遇到重
大节假日，她和队员们也会上街巡逻，碰
到游客问路或咨询哪里好玩，她都会热
情向游客介绍；碰到有人小吵小闹她就
劝一下，看到地上有垃圾就捡一下。在
她的意识里，志愿服务已融入 她 的 生
活，化作一种自发行为。

荣誉激励她继续做下去
在网格工作或志愿服务过程中，有

时也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潘长女总
能替他人着想。她说：“人总是有情绪
的，他发火时就让他说，让他发泄一下，
等他冷静下来或者事情过了后再慢慢
跟他解释，他也会理解的。有些小事不
解决就会变成大事，所以还是要学会换

位思考，凡事多理解、包容。”2011年，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潘长女在社区光荣
入党，完成心愿。她平时最大的爱好就
是看书，自我调节，“为什么要整天愁眉
苦脸的呢？还不如想开点，面对现实，
多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政府、社区对儿
子、对她们家都很关心，自己有能力也
应回馈社会，这就是她做志愿者简单、
纯朴的想法。

前段时间，潘长女被评为屯溪区
2018年优秀志愿者。面对荣誉，她坦言
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是荣誉，也是鞭
策，激励着我继续做下去。做志愿者我
很开心，利人利己的事我何乐而不为？”
潘长女小小的身影顿时在记者心里高
大起来，虽是凡人小事，但这颗志愿服
务的心尤其珍贵。

·舒 俊·

“做医生太不容易了，特别是产科
医生。听说昨晚经她们医护人员双
手就迎来了 9 个宝宝。我家宝宝是最
后一个，在今早 5 时 51 分左右出生。
她们的工作的确令我们敬佩……”虽
显疲惫，但作为产妇方女士的丈夫，
他还是向眼前的白衣天使情不自禁
表达敬意。

按排班，朱玲和杨春玲医生上完
2018 年 12 月 30 日白班后再上次日夜
班。刚到科室不久，她们便开始忙起
来。第一位产妇余女士入院时间是 31
日 17时 36分，产科和产房医护人员密
切观察。次日凌晨 2 时 08 分，一胖墩
墩的男婴与亲人见面。随后入院的是
30 岁的周女士，医护人员接着忙碌。

因是疤痕子宫，且急诊 B 超提示疤痕
子宫最薄处仅为 1.7 毫米。医护人员
不敢怠慢，一刻不敢离开。31 日 22 时
46 分，经急诊剖宫产，一体重 3500 克
的女婴降临。

在产房，忙活的氛围较浓厚，一直
到元月 1日凌晨 5时 51分。元月 1日，
一份统计报表显示：2018年 12月 31日
晚，该院产科共接生 9 个宝宝，其中上
半夜 4个。下半夜有 5个，分别是零时
33分、1时 34分、1时 59分、2时 08分和
5 时 51 分 ，自 然 分 娩 5 人 ，剖 宫 产 4
人。当晚入院的孕妇也有 6人，分别是

上半夜 2人、下半夜 4人。
当 晚 值 班 的 手 术 室 护 士 林 晨 介

绍，朱玲医生从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2
时 27 分到次日 2 时 40 分，共为 4 位产
妇完成急诊手术，都是急诊，紧急程度
和原因不同。到最后一个产妇完成分
娩时，接生的医生已累得不行，但还是
坚持护送产妇回病房。

林晨说，参与完成 4个剖腹产手术
后，他和胡晓敏护士肚子饿得“咕咕”
叫，想叫外卖，可惜没一家店面营业，
最后只好用泡面充饥。

·邓 文·

雪媚娘

[医卫资讯]

歙县增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
本报讯 去年底，歙县调整农村贫

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覆盖病种，主要新
增肺癌、肝癌、急性心肌梗死、尘肺、神经
母细胞瘤、儿童淋巴瘤、骨肉瘤、血友病、
地中海贫血、唇腭裂、尿道下裂 11 个病
种。加上原来的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等
15 种，该县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病种达到 26个。

为推进健康脱贫工程，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该县要求基层有关单位认真
做好贫困人口大病尤其是此次新增病
种的情况摸底，精心组织患者到定点医
院筛查疾病和集中救治。该县还明确
将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纳入临床路
径和按病种付费管理，切实发挥健康脱
贫资金效益。 ·张 路·

中山社区食药品安全科普站获省级荣誉
本报讯 2018 年，徽州区市场监管

局、区科协着力打造中山社区食品药品
安全科普宣传站，顺利通过省级验收，成
为黄山市唯一获“省级食品药品安全科
普宣传站”殊誉的站点。

该站主要通过大讲堂、视频、广播、
专栏等形式宣传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法律
法规、监管工作动态成效、食品药品安全

预警信息和消费警示，公布食品药品监
督抽检结果，公示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热
线，定期播放食品药品安全公益宣传短
片和科普视频，张贴食品药品安全科普
知识挂图等，满足公众对饮食用药安全
的诉求，提升他们对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汪红叶 袁健·

黄山市三院风雪兼程忙救护
本报讯 2018年 12月 30日，我市降

雪，市第三人民医院立即启动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应急救护预案。

该院畅通急诊 120绿色通道，给救护
车加装防滑链和防冻液，急诊科与院内各
临床科室全面联动，内外科系统卫生应
急救治队伍在岗在位，急救人员克服视
线不佳、车辆打滑、趴窝等状况，坚持行
驶在生命抢救路上。该院急诊科主任汪

立介绍，当日急诊医护人员出车 10 余
次，参与京台高速、徽州区富溪乡山区、
徽州区循环经济园等地车祸外伤和儿
童老人急症救护任务，最远出车距离达
40 余公里。院内骨科、儿科、内科等临
床科室畅通床位，安排精干医护人员开
展诊疗救护服务，目前收住院患者均病
情稳定。

·金 霞·

又一个周末，又一天加班。
这 次 走 访 ，我 去 的 是 二 寿 老 人

家。之前安排两次未果，他老伴冬香
老人身体不适住院去了。从村部到他
家，不算太远，但由于隔着水，须坐船，
不太方便。前年夏天，村里实施扶贫
项目，兴建村庄连接道路，目前还未硬
化，山间小路坑洼不平。

不一会儿，我便到他家。门口犬

吠，二寿老人放下手中活儿，出门迎
客。看到我，他热情招呼起来。打眼
望去，冬香老人看上去比之前气色好
不少，我和他们聊起这次住院治疗的
情况。二寿老人说，现在党的政策真
好，非常关心困难百姓，不仅有移民、
公益林等补助，政府还帮买各种保险，
看病的钱绝大部分都能报销，家里负
担减轻许多。他虽年岁已高，但身体

还不错，只要身体好，就会动动，种点
茶叶等，锻炼身体，增加收入。听着老
人的话语，我心中默默为他点赞。

拿出户档材料，我按要求仔细整
理，一个个基本信息再次核对，一项项
政 策 逐 一 勾 选 ，一 个 个 数 据 反 复 查
看。我深知，这一页页档案不仅凝聚
着我们的心血，更是党和政府给予困
难百姓的温暖，容不得丝毫马虎。

拿到老人这次的住院报告单，我
仔细看着。“胃溃疡、高血压 3 期、慢性
胆囊炎……”我急忙联系卫生院王院
长，咨询这些疾病情况。王院长耐心
答复，嘱咐我带上老人的出院报告单、

身份证复印件和三张老人照片，他们
将及时为她办理慢性病证。

不知不觉已到中午 12点，老人留我
吃饭，说扶贫干部周末为他们还要风里
来雨里去，非常感谢。我婉言谢绝，准备
离开。老人便从家里的橘树上摘下几个
红橘子，用袋子装好，“这是我自己家里
种的橘子，味道不错，送给你们尝尝，一
定要收下。”

接过橘子，我感觉沉甸甸的。橘
子，很甜。 ·吴振龙·

橘子甜了

“真心感谢黄山市人民医院，有你
们这样负责任的医护人员在我们身边，
我们的健康一定更有希望。”35岁的小
刘日前向身边医务人员深鞠一躬。

小刘母亲秀梅（化名）因胸部不适
住院治疗。根据诊断需要，2018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2 时 30 分许，她来到市人
民医院做 CT 增强检查。结束后按常
规流程，当班医生告知其次日来医院

取报告。
当日下午 5 时 10 分许，秀梅的 CT

检查报告提示严重肺栓塞。肺栓塞作
为 CT 室的临床危急值，工作人员魏静
知道它的严重性和救治的紧迫性。于
是，她立即联系秀梅。首先拨打她就
诊时所留电话，结果四次无人接听；她
又试图通过接诊医生的交流信息协助
查询，但秀梅只给接诊的杜丽丽医生

留下“俺妈正在下级医院住院”的信
息。很快，数家基层医院反馈查无此
人，大家陷入困境。

魏静立即向医院总值班和医务科
汇报。总值班安排保卫科等部门帮助
寻找，并尝试拨打相关电话，终无结
果。查询所留的户籍和身份证信息，
由于秀梅户籍在山东，超出我市公安
部门查询权限，这条通道也堵死了。

“能否通过她在医院的收费流水
查到相关信息？”总值班人员徐弦再去
急诊收费处梳理，工作人员王艳的提
醒让他茅塞顿开。于是，他紧急电话
联系财务科负责人来院协助查询。对

照财务缴费数条记录，经财务科李康
副科长与中国工商银行屯溪支行相关
负责人细致沟通和梳理，21时许，大家
终于联系到秀梅的儿子小刘，第一时
间详细告知病情。

据该院医务科介绍，危急值是指
某项或某类检验异常结果，表明患者
可能正处于有生命危险的边缘状态，
临床医生需及时得到检验信息，迅速
给予患者有效的干预措施或治疗，否
则有可能出现严重后果，失去最佳抢
救机会。因此，对秀梅的疾病，医生第
一时间获悉结果，并采取对症治疗非
常关键。 ·邓国强·

临床危急值发出后

▲2018年 12月 30日下午，休
宁县海阳镇萝宁社区文体活动中
心红灯高照，元旦居民联欢会正在
举行。100 余名居民和社区合唱
队、好心情健身队队员齐聚一堂，
用歌舞讴歌伟大的党，祝愿祖国更
加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汪士奇/摄

◀2018年 12月 28日上午，徽州区文
峰社区开展“迎元旦包饺子”活动，与退
伍军人、社区居民、困难群众开展谈心交
心活动，营造喜庆祥和的氛围。

陈 婕/摄

喜庆温馨

庆
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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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饭店见一款小吃“雪媚娘”，表层
乳白奶酪，芝麻糖馅，口感软糯冰甜，直
觉名字不俗。2018 年 12 月 30 日午间，
登屯溪螺狮顶赏雪，又或是与“雪媚娘”
的一次惊鸿之瞥？

细想，“雪媚娘”三字着实考究。
先说玉体。雪从天而降，不染纤尘，洁

白无瑕。这般肌肤世间难觅，雪该是仙女
下凡了。雪有时晚间君临，如锦衣夜行，玉
体在暗夜中香消，无人赏，更无人怜。这
场 2018年的最后一场雪来得郑重，天明
轻飏，渐密，乃至漫天飞舞。螺蛳顶山间，
一树一草皆与雪有了肌肤之亲。在短暂
而圣洁的爱恋里，它们屏住呼吸，幸福颤
栗，只有轻微的“咯吱”声隐约传来。鸟也
一样，叫声小而密，像抖音，没了平素林间
自在行的从容。观景台上远眺，用钢筋水
泥构建的城市肌肤柔软了，在“雪媚娘”的
爱抚下眼神迷离，一切便在水雾中氤氲。
那桥、那楼不再坚硬，轻柔如一声呢喃。

再说冰肌。天为雪故乡，高处不胜
寒，雪肤自是冰凉。美人冷艳、孤傲，却
常命途多舛。离家千里，飘泊尘世，凄清

几许？本想质本洁来还洁去，终成污淖
陷渠沟。命定的悲剧，在雪的肌肤上凝
成深重的冰霜。“雪媚娘”的心事啊，不过
是一首黛玉的《葬花词》。螺蛳顶石阶，
雪上已有步履纷踏，洁白瞬间四分五裂，
曾经的美好丑陋不堪。观景台上，一行
行足印像雪肤的伤痕，纵想努力覆盖，只
是枉然。其实也不用多久，她定会遍体
鳞伤，直至香消玉殒。尘世不是她的故
乡，却给她一抔黄土，再无归途。

终说妩媚。自知昙花一现，命在须
臾，然执着地洁白，执着地旋舞，这样的妩
媚能不让人动容？我接住一朵朵雪花，只
望她在我温暖的掌心里融化，而非凋落成
泥碾作尘。山间，几位姑娘独自踏行，不
停留影，甚至不顾湿滑登峰，她们为雪的
妩媚陶醉。只是，她们可明了那妩媚的分
量？仰望雪舞，我看见“雪媚娘”一身素
洁，裙袂飘飘，顾盼生姿，暗香流彩。

生虽如露，活却似花。“雪媚娘”，让
我为你歌一曲。 ·黎小强·

市医院产科一夜无眠

社区人物社区人物

（上接第一版）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免费
开放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

“文化年货”。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
动和具有徽州民俗特色的乡土文化活
动，积极推广优秀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通知》要求，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
落实，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妥善处
理社会矛盾和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大局
和稳定；坚持务实节俭文明过节，积极
倡 导 良 好 社 会 风 尚 ；严 格 遵 守 廉 洁 纪
律，坚持不懈正风肃纪。严格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员领导干部要强
化责任担当，既要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及省、市实施细则，又要抓
好班子、带好队伍，带动广大党员干部
清廉过节。紧盯节日期间公款吃喝、收
送礼品礼金、大办婚丧喜庆、滥发津贴
补贴奖金等易发多发和隐形变异问题，
切实加大监督检查和点名道姓通报曝
光力度。

《通知》还就统筹安排好春运工作，
加强“两节”期间应急值守等工作作出安
排。 ·张之代·

市两办印发《通知》

安排部署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