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旧小区的义务保洁员

无偿献血，助人利己。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病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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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祁门县祁山镇有一名乐于助人
的退休老人，义务承担起小区公厕保
洁工作，多年如一日地打扫小区公共
卫生，像守护自己的家一样守护着小
区的环境，他就是祁门县内河街社区
党员、“黄山好人”李开文。

李开文住在祁门县朝阳厂宿舍
区，该小区是个老旧小区，多数平房
无厕所，居民们共用一个公共厕所，
由于公厕常年无人管理，脏乱不堪。
李开文得知此事后，主动承担起公厕
的清扫工作。从 2017年至今，李开文
每隔两三天都要打扫一次公厕，他还
定期清除公厕四周的杂草，并在显眼
位置张贴爱护公共卫生的标牌，在他

的辛勤劳动下，公厕的环境有了很大
的改观。

住在朝阳厂宿舍的付翠枝说起李
开文，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厕所多亏
了老李打扫，不然很脏，大家看他这么
辛苦，也都不好意思把厕所搞脏了。”

其实李开文家住的是楼房，家中
也有卫生间，并不需要使用小区的公
厕，谈到为什么义务承担起公厕的保
洁工作，李开文说：“小区也是我的
家，这里的环境好了，我的心里也就
跟着舒坦了。”

朝阳厂宿舍区里的租户较多，人
员流动性大，小区的公共卫生管理难
度大，但自从搬到这个小区起，只要

看到哪里不干净，他都会去管一管，
义务清扫楼梯已经坚持了 16年，还经
常清理小区道路两旁的杂草，他说：

“草除掉了，以后就看不到蛇了，大家
走路也会放心很多。”

今年李开文已经有 77岁，作为一
名有着 42年党龄的老党员，除了义务
维护小区的卫生环境，他还热心公益
事业，先后加入了内河街社区防火宣
传、治安巡逻、居民纠纷调解等多个志
愿队伍，不断发挥着余热。2017 年 4
月的一天，李开文在治安巡逻中发现
朝阳厂宿舍主道路一侧路基坍塌，他
第一时间向社区反映情况，并连续三
个晚上（每晚到夜里 12点）坚守在坍塌

地，提醒过往的路人注意道路安全。
祁门县祁山镇内河街社区党总

支副书记汪玲玲告诉记者：“小区里
大事小事老李都是第一时间站出来
为大家排忧解难，这么大年纪他从来
不怕麻烦，他是我们社区党员的一面
旗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居民们看
在眼里，敬佩在心里，但是在李开文
看来，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微不足
道的小事，他说：“作为一名老党员，
大的事情现在也做不了，只想在有生
之年把小区的环境卫生打理好，为大
家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程 凤·

李开文

适量献血很安全，
利己助人两者兼；
呵护生命献爱心，
生命有限爱无限。

真情帮助病残者，
关爱尊重要并行；
唤起勇气扬风帆，
充满自信融社群。

适 量 献 血 是 安 全 、无 害

的。健康的成年人，每次采集的

血液量一般为 200~400毫升，每

次采集间隔期不少于 6个月。

血站是采集、提供临床用

血的机构，一定要到国家批准

采血的血站献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规定，“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

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

“对献血者，发放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制作的无偿献血证书，有关

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

艾滋病、乙肝等传染病病原携

带者和病人、精神疾病患者、残疾人

都应得到人们的理解、关爱和帮助，

这不仅是预防、控制疾病流行的重

要措施，也是人类文明的表现，更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生活、工作、学习中，要接纳艾

滋病、乙肝等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和病

人，不要让他们感受到任何歧视。要

鼓励他们和疾病作斗争，积极参与疾

病的防治工作。对精神疾病患者，要

帮助他们回归家庭、社区和社会；病

人的家庭成员要担负起照料和监护

责任。对残疾人和康复后的精神疾

病患者，单位和学校应该理解、关心

和接纳他们。

本报讯 “ 以 市 人 民 医 院 为
例，今天上午 7:20-7:30，门诊挂号
出现峰值，有 154 人次在这一时间
段挂号；到 10:10为止，门诊病人达
1519 人 次 ，其 中 中 医 科 71 人 次
……”7 月 30 日，全市深化综合医
改暨全民健康信息化推进会在休
宁县人民医院召开，市卫健委有关
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市级全民健康
信 息 平 台 的 实 时 数 据 分 析 功 能 。
当天，市医改领导小组召开全市深
化综合医改暨全民健康信息化推
进会，旨在深化推进我市综合医改
工作，落实“互联网+医疗健康”发
展要求。记者获悉，我市基本完成
市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搭建，黄山
区、休宁县基本完成县级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搭建，省级、市级、县级平
台之间数据互联互通基本实现。

现场演示前，市医改领导小组
组织各区县政府分管领导，市委编
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社
局、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市数据资
源局分管负责人，以及全市医疗卫
生机构相关负责人，前往休宁县五
城镇中心卫生院和双龙村卫生室，
观摩该县基层卫生健康信息化建
设成果。目前，休宁县已完成乡村
两级医疗收费、电子病历、区域检
查检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
医生签约、两卡制等系统部署，各

医疗机构正在加快推进信息化应
用和系统优化改造。通过信息化
升级改造，实现各应用系统数据互
联互通。借助全民健康信息化平
台，实现各级医疗、基本公共卫生
信息的互联互通。

据了解，我市自 2018 年 10 月
启动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项目，计
划用 3 年时间，全面建成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并投入使用。在市级全
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的同时，黄山

区和休宁县作为一体化建设试点
区县，围绕数字政府和“互联网+医
疗健康”建设要求，加快系统升级
改造，提高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水平
和服务效率，切实改善居民就医体
验。据介绍，市级平台和两个试点
区县的县级平台已建成并完善了
全员人口、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基
础资源等 4 大资源库，开发了应用
平台的综合管理与统计分析功能，
实现了注册服务、健康档案浏览服

务等 7 项平台服务功能，对医疗卫
生服务情况可实行实时数据监管
和统计分析。

市卫健委有关工作人员表示，
下一步将围绕“一张健康卡、一个
数据中心、一个共享平台、一部智
能手机”的目标，加快建设健康黄
山、智慧黄山，在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的基础上，积极打造黄山市智慧
健 康 门 户 ，真 正 做 到 让 数 据 多 跑
路、群众少跑腿，实现数字政府和

“互联网+医疗健康”建设要求，支
撑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最近统
计数据显示，我市已建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中，接入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7家，累计存储数据 6.42亿条，存储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79.27 万份、电
子病历 90 余万条；对接省级平台，
上传有关医疗、基本公共卫生数据
6000 多万条。非试点区县将通过
平台改建、重建或升级，加快实施
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并按市级平
台要求规范接入。 ·许 晟·

我市加快打破全民健康信息藩篱 本报讯 日前，安徽省科普示范社
区认定名单公布，休宁县海阳镇齐宁社
区荣获“2018-2022 年度安徽省科普示
范社区”荣誉称号。

近年来，齐宁社区高度重视科普宣
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科普 e站、科普大
学教学点、科普活动室、科普图书室等阵
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科普活动，先后
举办了青少年安全防护、防溺水、消防、
医疗保健、气象防灾、应急救护、预防野
生菌中毒等科普知识讲座；通过主题党

日和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深入居民家
中，发放节约用水、安全用电、环境整治
等科普宣传材料，倡导广大党员和居民
革除陋习，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利用社
区科普志愿者队伍，开展各种文体活动，
组织端午节包粽子、重阳节敬老演出、中
秋节京剧晚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科学生活，提升社区居民科学文
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水准，受到居民的广
泛好评。

·程敏英·

科普示范社区公布 齐宁社区榜上有名

本报讯 今年以来，黄山区谭家桥
镇探索新机制、落实新措施，不断提升卫
计机构服务能力和质量，关怀计生特殊
困难家庭。

该镇建立“3+1”帮联制度，即一名
镇联村干部、一名镇级计生专干、一名村
级计生专干，共同联系一个特扶家庭，定
期上门走访，提供心理疏导、困难帮扶；
每个特扶家庭签约一名家庭医生，每年
免费提供一次健康检查。对慢性病的对
象，每年上门随访不少于 4 次；对残疾、

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对象，送药上门；同
时，开辟绿色通道，发放“就医绿色通道
卡”，特扶对象在镇卫生院就医，享受优
先就诊、免除普通门诊诊查费、简化转住
院手续服务，对不能自理的特扶对象安
排专车送医就医；以家庭为单位免费购
买综合保险，为家庭成员提供意外身故
或意外残疾保险 10 万元/户，在县级以
上医院住院时，可享受 80 元/天住院护
理补贴。

·孙国钧 王玉雯·

创新帮扶机制 关怀特扶家庭

本报讯 8月 1日,全市首家脂肪肝专
病门诊在黄山市人民医院开诊。该专病门
诊的接诊时间暂定为每周二、周四上午，开
诊地点设在该院门诊四楼418诊室。

脂肪性肝病（以下简称脂肪肝），是
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肪堆积
过多的病变，是一种常见的肝脏病理改
变，而并非一种独立的疾病。随着国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脂肪肝的发病率
逐年增高，它的危害性更成为仅次于病
毒性肝炎的第二大肝病。不仅发病率在
不断升高，而且脂肪肝的发病年龄也日
趋年轻化。此外，由于公众对脂肪肝危

害程度的认知普遍不足，临床医师亦缺
乏针对该疾病规范化的诊疗方式，使得
众多的脂肪肝患者进一步演变为肝硬
化。而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则很难逆
转疾病的发展趋势。

目前，承担此次专病门诊的医生，分
别是从事肝病治疗和研究 30 年以上的
方卫东、邵裕平副主任医师。同时，考虑
到脂肪肝的诊疗需要内分泌代谢科及相
关学科的合作，因此，此次开诊的脂肪肝
专病门诊与内分泌代谢门诊及相关学科
相邻，从而达到联合诊疗的目的。

·邓国强·

脂肪肝专病开门诊 市人民医院成首家

接入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7家

累计存储数据 6.42亿条

存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79.27万份

电子病历 90余万条

对接省级平台，上传有关医疗、基本公

共卫生数据 6000多万条。

在我市已建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中在我市已建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中

本报讯 7 月 31 日，市中心
血站发布夏季无偿献血倡议书，
呼吁广大市民参加无偿献血，缓
解当前我市临床供血紧张状况。
8月 1日，记者从市中心血站了解
到，不少爱心市民主动前来，捐献
全血或机采血小板。多名市红十
字志愿者也来到采血现场，提供
红十字志愿服务。

“昨天晚上，采了 7 个人，一
共采了 2200毫升；今天到目前为
止，已经采了 17 个人，一共采了
5500毫升。”8月 1日上午 11时 27
分，市中心血站胡玲告诉记者。
当天，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显示，
黄山市中心血站库存明显改善。

夏 季 无 偿 献 血 倡 议 书 发 布
后，市红十字人道传播、应急救援

等志愿服务队发起招募，动员红
十字志愿者和身边的亲朋好友参
加无偿献血。

每年暑期，面对持续高温晴
热天气，市民献血意愿下降，加之
我市高校学生放假离校，临床用
血需求居高不下，临床供血紧张
状况时有发生。此外，临床输血
指征掌握不严、血液检验严苛等
也是造成临床供血紧张的因素之
一。

市 中 心 血 站 负 责 人 方 超 表
示，科学献血有益身体健康，还可
以挽救他人生命。市中心血站发
出呼吁，希望全市各机关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及广大爱心群众踊
跃参加献血。

·许 晟·

本报讯 7 月 1 日，市红十字
人道传播志愿服务队启动宣传、
普及“三献”知识有奖竞答活动。
记者日前了解到，截至 7月 31日，
该队总共开展有奖竞答活动 19
场次，参加活动志愿者 157人次，
出车 36 台次，行程 3324 公里，活
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自 7月 1日起，市红十字人道
传播志愿服务队频频在队内招募
志愿者，跟随市中心血站采血车
深入区县、乡镇，冒着高温酷暑，
现场提供志愿服务，同时开展有
奖竞答活动，提高市民对“三献”
的知晓率和参与度，进一步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

活动期间，参与竞答人员达

500 多人次，分别获得洗衣粉、肥
皂、牙膏、童鞋等奖品，奖品由爱
心企业赞助；2 名参与者自愿填
写无偿捐献遗体（角膜）登记表，
另有 6人表达捐赠意向并与当地
红十字会联系。

丁珂是市红十字人道传播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退休前在市
公交公司工作。自宣传、普及“三
献”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她先后参
加 16场活动并提供志愿服务，是
全队参加场次最多的志愿者。她
表示，有奖竞答宣传、普及“三献”
知识，可以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活
动，加深他们对“三献”知识及其
意义的理解。据了解，活动将持
续至 9月底。

·许 晟·

无偿献血倡议 市民积极响应 有奖竞答促宣传 无偿献血入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