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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炜华 文/图

随着许昌市中心医院鹿鸣湖院区
全面启用，许昌市中心医院这座“百年
老院”正式踏上新征程。目前，新院区
诊疗开展情况怎样？市民对其印象如
何？8月 26日，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8 月 23 日，肝胆胰腺外科在一日
内完成了搬迁，加上这 3 天收治的患者，
新院区肝胆胰腺外科病区快速达到满
员。”该院消化病医院院长侯森告诉记
者，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该院严格控制
住院人数。根据规定的人数，3 天时间
内，该科人数已经满员。目前，无论门
诊还是病房，日常工作已步入正轨。“我
们已经在新院区的杂交手术室进行了
多台三四级手术。”侯森说。

该科主管护师张燕霞说，搬到新院
区后，她们的工作环境非常好，“不仅办
公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而且办公信息化
程度有了明显提升。病区的格局也更
加合理，以护士站为枢纽，病房与医护
人员的办公区、生活区分别在不同的区
域。”

记者在新院区肝胆胰腺外科看到，
走廊干净整洁，环境优雅，各种配套设
施也非常齐全。无论是两人间病房，还
是三人间病房，都很宽敞，房内窗台上
摆着绿植，让人感受到无言的温暖和关
怀。每间病房都有独立的卫生间。每个
病床都配备了一张陪护椅或陪护沙发，
白天折叠起来是一个陪护椅，晚上展开
是一张陪护床，让人觉得特别贴心。

一名患者的家属告诉记者，他们是

23 日办理的住院手续。“这里的住院环
境好多了，3 个人的病房，即使陪护家属
都在，也觉得很宽敞。病房还配有陪护
椅，不用自己去租床或从家里带折叠床
了，让人省心不少。还有床头的呼叫器，
也挺智能的，不仅能呼叫、计时，还能查
住院费、交费，真的太方便了。”该家属
表示，这次就医，她有了全新的体验，

“在这样的环境中，觉得轻松很多。”
该院神经内科一病区主任安文峰

说，目前，该科已全部搬迁至新院区。除
了收治工作正常开展外，该科每日门诊
量也在 150 人左右。按照一人一诊一室
的 要 求 ，该 科 开 设 了 三 至 四 个 门 诊 接

诊，以满足患者需求。
“新院区硬件设施很好，癫痫专病

门诊、帕金森病专病门诊、认知障碍专
病门诊等将逐步落地。”安文峰说，为了
方便更多市民就医，神经内科在华佗路
老院区还保留了一个门诊。记者在门
诊 候 诊 区 看 到 ，候 诊 椅 前 后 排 空 间 很
大，患者间都隔一个座位，他们按序号
有序进入诊室。

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许昌市中心
医院鹿鸣湖院区医技科室也早早做好
了准备，随着新院区的全面启用，各项
工作正顺利开展。

新院区麻醉手术部共有 19 个手术
间，另外还有 4 个日间手术室、3 个介入
手术室、1 个急诊手术室、1 个产房手术
室等。此外，还有 1 个可以“一站式”完
成影像学等术前辅助检查并开展高精
尖手术的杂交手术室。新院区的影像
中心拥有 CT6 台、磁共振 3 台、DR3 台、
超高端体外碎石机 3 台、数字化胃肠机
1 台，还有许多其他先进的诊疗设备，目
前已经全部投入使用。

为了让前来就医的患者能快速找
到就诊科室位置，门诊大厅入门处还设
有醒目的楼层分布示意图和科室楼层
索引，大厅两侧分别设有门诊科室分布
示意图，门诊大厅正中设有导医台。另
外，门诊大厅东侧设有门诊专家坐诊表
及专家介绍电子屏、自助服务机、药房，
西侧设有收费处。

走出门诊大厅大门，迎面就是一个
喷泉。跃动的喷泉和哗哗的水声为整
个院区增添了一丝生动，三三两两的人
坐 在 两 旁 绿 化 区 的 长 椅 上 聊 天 儿、休
息，让人仿佛置身于公园。有着悠久历
史的“百年老院”，将在新的阵地，继续
为市民的健康护航。

许昌市中心医院鹿鸣湖院区全面启用，记者实地探访——

“百年老院”新征程顺利起航

许昌市中心医院鹿鸣湖院区门诊大厅门口的分区楼层索引

□本报记者 张炜华
通讯员 毛树存 文/图

在疾控队伍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不在抗疫一线，但现场总能看到他们的
身影；他们非新闻专业出身，但摄像摄
影、编辑撰稿样样精通；他们很少走向台
前，但只要有需要，总会第一时间为抗疫
发声……他们就是许昌疾控中心宣传员

（以下简称“疾控宣传员”）。
8 月 5 日，我市报告了今年第一例新

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疾控宣传员加班加点，第一时间宣
传群众要注意的健康知识；他们关注群
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及时联系专家进行
风险提醒；他们用镜头捕捉情感，用文字
记录感动。

整合资源 打造全媒体传播声势

在许昌市疾控中心党委的领导下，
疾控宣传员队伍整合资源和力量、畅通
宣传渠道、织密宣传网络、精准发声。

在传统媒体方面，他们与河南广播
电视台、许昌日报等充分协作，进行多次
风险沟通，提供疫情防控新闻通稿，举办
疫情防控知识竞答，合理引导舆情。

在新媒体方面，他们以“许昌疾控”
视频号、“许昌疾控”公众号为主要宣传
阵地，以图文、短视频、动漫、海报等形
式，全力营造疫情防控宣传氛围，为我市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的精神力
量。

拿起笔杆，他们变成执笔勤耕、真实

发声的文案能手；背起单反，他们化身战
疫场上记录光影的拍摄使者。面对疫情，
他们每个人都是观察者、记录者，也是传
播者。

无畏坚守 引导群众科学防疫

疫情袭来，如何将疫情可防可控的
信念植入人心？怎样让群众自觉执行政
府的相关规定？疾控宣传员在宣传上狠
下功夫。如果说抗疫前线是第一战场，那
么宣传报道就是抗疫的“第二战场”。可
见可感可信的战“疫”宣传，可以凝聚人
心、鼓舞斗志，可以传递健康知识、引导
科学防疫。

我市确诊病例轨迹能否公布？离许
返许有什么政策？新冠病毒疫苗在哪儿
打？核酸检测怎么做？……困扰老百姓的
诸多问题，疾控宣传员及时通过“许昌疾
控”的多个渠道进行解答，消除群众恐慌
情绪，合理引导网络舆情。

做好疫情防控的宣传教育，不仅要
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还要有一定的文字
创作能力，要坐得住板凳、耐得住性子；
而摄影摄像则不仅需要技术、足够的体
力，还需要有随时奔赴疫情前线的勇气
和担当。

截至 8 月 21 日，结合群众关注度最
高的问题，疾控宣传员共拍摄制作短视
频 9 条，在“许昌疾控”视频号发布，浏览

量达 14.5 万人次；在“许昌疾控”微信公
众号发布文章 105 篇，阅读人数达 77.9
万人，阅读量达 101.2 万人次；后台答复

关于疫情防控政策、新冠病毒疫苗、核酸
检测等问题和留言 5000 余条。宣传员毛
树存经常在忙完一整天工作后，深夜回
到家中编辑公众号，赶在凌晨第一时间
发布。为了让大家在微信后台的提问都
能得到回应，让每一次的答复更有温度，
她更是多方搜集信息，常常回复群众疑
问到凌晨。

加班加点 制作宣传材料

除了抗疫宣传外，唐丽红、王艳、
毛树存、王辉、王栋梁、张春英等疾控
宣传员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对 4 种近
10 万字的防控工具书和宣传材料进行编
辑 、 校 对 、 审 稿 ， 紧 急 印 制 16 万 份 ，
连夜发放至全市各级各类疫情防控工作
人员手中，覆盖全市各县 （市、区）。

其中，他们印发 《新冠肺炎聚集性
疫情处置指南 （修订版） 》 口袋书 10
万册、《关于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
律规定的通告》 2 万张、《新冠疫情居民
防护要点一本通》 2 万本、《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技术手册》 2 万册，另外发
放省级健康教育材料 10 种 1.1 万份，包
括 《疫情防控九条建议》 海报、接种疫
苗 20 问、洪涝灾害后如何除“四害”、

肠道传染病救治、意外伤害的预防与急
救等健康教育材等。

记录疾控故事 让更多人了解疾控

自战“疫”打响以来，疾控宣传员跟
随各专业组深入一线，按下快门、敲击键
盘，以笔为戈、以文为戎，创造了一个个
强信心、暖人心的作品。为了让广大群众
深入了解“疾控人”和疾控工作，积极配
合相关工作，疾控宣传员参与并记录中
心流调、检验、消杀等各专业组工作的全
过程；为了让群众看到一线“疾控人”尽
职履责的工作，凝聚众志成城的抗疫力
量，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一个个不眠的夜
晚、一篇篇实用的文章、一帧帧精彩的镜
头构成了他们的日常。

2020 年疫情暴发时，许昌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王艳正因脚骨折在家休养，医
生建议她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可听到疫
情的消息后，她再也坐不住了，坚决回
到工作岗位。因不能到抗疫一线，她主
动加入了疾控宣传队伍，做起了幕后工
作。宣传科普知识、发布疾控信息、书
写疾控抗疫感人故事……她的一篇篇文
章相继被发表。为了做好宣传工作，她
经常加班到很晚。而她的爱人是名警
察，也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8 岁的女
儿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一日三餐基本
靠面包、牛奶。

舍小家为大家，疾控宣传员也一直
在抗疫一线，疫情不灭，他们不退。疾控
宣传，将一直在路上！

抗疫幕后宣传员 用笔筑就健康防线

□本报记者 刘地委 文/图

每年 9 月，可爱的“小神兽”将走
进托儿所、幼儿园，开启全新的集体生
活。8 月 25 日，记者从许昌市妇幼保
健院获悉，今年的入托入园体检在该
院新院区（青芳街 39 号）门诊二楼儿
童保健科进行；体检时间为每周一至
周日的 8 时至 12 时、15 时至 18 时。该
院专家提醒，家长应尽早带孩子进行
体检，以避开高峰期；同时，记得携带
户口簿或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以便
录入相关资料及体检信息。

多项措施 筑牢“防火墙”

“儿童入托入园前进行健康检查，
是保障儿童身体健康、避免传染性疾
病在托幼机构儿童中传播的有效途
径。因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我院
通过优化体检流程、应急预案处理、多
科室联动等措施，筑牢安全体检‘防火
墙’。”当日，许昌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王华对记者说。

根据卫健和教育部门的要求，每
名新入托入园的儿童必须在入学前到
当地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合
格后方可进入托幼机构。作为我市唯
一由政府举办的三级妇幼保健机构，
长期以来，许昌市妇幼保健院一直承
担着许昌市区新入托入园儿童的体检
工作。

记者了解到，为筑牢疫情防控安
全防线，该院规定，儿童到该院进行入
托入园体检时，提倡一个孩子只有一
个家长陪同，全程规范佩戴口罩，配合
检测体温，并主动出示健康码和行程
码，按照体检流程有序体检。

为防止人员聚集，该院提前与我
市多家幼儿园进行沟通，实行错峰体
检，并制订了防范预案，采取多点分
流、一人一诊室体检服务。

为减少到院次数和人员拥堵，该
院增设了体检门诊，增加了服务窗口
和医护人员；体检、采血、检验等部门
医护人员通力合作，加班加点、尽量缩
短体检时间，保障当天上午体检、上午
就可以拿到体检结果。对于不能及时
拿到体检结果的家长，该院还提供了
便民服务，即家长到儿童保健科护士
站扫码申请后，该院可采取邮寄的方
式将体检结果邮寄到家中。

高效便捷“一站式”体检

当天 8 时 30 分，记者在许昌市妇
幼保健院一楼门诊大厅看到，不时有

家长带领孩子在导医台咨询入托入园
问题。该院的交费窗口设置了一米保
持距离标识。

家长办好就诊卡后，可以在建档
处领取体检手册和体检流程表。按照
体检流程表，家长需带孩子到二楼儿
童保健科依次进行身高体重、体格、视
力、五官口腔检查及采血检验等。所
有的体检、检验检查结束后，家长拿着
体检手册和检验结果回到护士站盖
章，医生会根据孩子生长发育情况和
检查结果，给予总体评价和有针对性
的指导意见、建议。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
任魏秀芳告诉记者，为避免体检人员
聚集，该院设置了应急预案。一旦出
现体检人员过多的情况，该院将进行
分流，入托入园体检交费、建档、领取
儿童入托体检手册在门诊一楼、二楼
同时进行，确保前来体检的儿童及陪
同家属都能享受到便捷、高效、优质的

“一站式”服务。

错峰体检 避免扎堆儿

“目前，儿童保健科实行全员全岗
无假日值班制度，由于每天体检的孩
子不是很多，因此，可以较快地完成体
检。建议各位家长合理安排时间，避
免扎堆儿。”魏秀芳提醒，孩子患病期
间不能体检，疾病痊愈停药一周后再
进行体检，以免影响体检结果。

另外，魏秀芳说，3 至 6 岁正是孩
子体格发育、神经运动、听力、视力、语
言、智力等发育的关键时期，入托入园
体检不仅能够了解孩子的健康状况，
还能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生长发
育水平，及时发现视力低下、龋齿、神
经心理发育异常等问题，以及贫血、营
养不良、肥胖等营养性疾病，从而给予
个体化的健康指导和干预治疗，促进
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为了防止孩子哭闹，保障体检顺
利进行，家长可以在家中提前做些功
课，消除孩子对体检的恐惧心理，体检
前要让孩子休息好。到院后，医生和
护士也会用鼓励、表扬的方式给予幼
儿心理疏导，营造轻松的体检氛围，帮
孩子轻松度过入托入园“体检关”。

筑牢“小神兽”入托入园
体检“防火墙”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专家提醒，体检应尽早，
避免扎堆儿

医生为孩子采血

□本报记者 张炜华 文/图

“毕业到现在，已经 20 多年了。从
原来的儿科到现在的儿童保健科，我的
工作一直没有离开孩子。”日前，许昌市
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强说，她喜
欢孩子，觉得每一个孩子都代表着蓬勃
的生命与无穷的希望。

在从事儿科临床时，陈强总会遇到
有各种困惑的家长：“我家孩子 6 个月
了，除了牛奶可不可以吃一些辅食？”

“我家孩子和同龄人相比，看起来矮很
多，是不是营养不良？”……面对这些无
关疾病的咨询，陈强意识到，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帮助家长了解、掌握孩子的
生长发育规律更加重要。

10 多年前，许昌市人民医院开设儿
童保健科，陈强成为该科主任，一直任
职到现在。当时刚刚成立的儿童保健
科只有一项业务，就是儿童体检。这与
陈强梦想中的儿童保健不一样。

陈强认为，孩子在婴幼年期属于高
速发育时期，任何问题都会对成长造成
深远影响。因此，需要定期对孩子进行
专业的评估检查，及时发现生长发育偏
离，并提供干预、康复帮助。

在陈强的设想中，儿童保健科应该
关注儿童的健康，对儿童进行全生命周
期的管理，为其成长发育提供非常重要
的医疗服务，包括给孩子做体格检查、
发育评估，以及对家长进行科学养育的
指导，涉及儿童生长发育、身体和心理
健康、营养、安全等多个方面。

为达到这一目标，在 10 多年的时间
里，陈强不仅多次到外地学习、进修，而
且不断引进人才、专业设备，深化服务
内涵。如今的许昌市人民医院儿童保
健科，不仅能为孩子建立完善的健康信
息档案，而且能提供生长发育检测、儿
童康复训练、育儿专业指导等全生命周
期管理；医护人员也由原来的一名医生
发展到现在的 5 名医生、7 名专业康复
治疗师及护师。

“科室发展初期，我觉得很难。”陈
强说，人员、设备、理念、专业技术等大

部分空白，需要一一填补。当被问及是
否打过退堂鼓时，她笑着说：“每个岗位
的情况不同，只要想干，都能干出点儿
成绩。”

儿童保健工作对医生的素质要求
非常高。一个优秀合格的儿童保健医
生不仅要具备非常专业的儿童生长发
育知识、营养学知识、儿童心理学知识、
生长发育相关疾病知识、内分泌疾病知
识，还要具备良好的普通儿科、新生儿
科知识。

从事儿科专业 20 多年，陈强对儿科

疑难重症、新生儿疾病、高危儿脑损伤
的早发现、早干预，儿童生长发育、神经
心理发育等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她还
担任许昌市预防医学会委员、许昌市康
复医学会常委理事。

在陈强的建议下，该科创建了保健
康复宣教微信群，及时为遇到疑问的家
长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 我 们 不 仅 要 评 价 儿 童 的 生 长 发
育，还要诊断与生长发育有关的疾病，
如语言发育迟缓、性早熟等。”陈强说，
只有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不让
孩子留下遗憾。

早 治 疗 包 括 进 行 儿 童 康 复 训 练 。
儿童康复训练是针对儿童某些疾病，如
脑瘫、脊髓损伤等治疗后的康复；同时，
还针对有发育迟缓、感觉统合失调等孩
子，通过康复训练，让他们在缺陷方面
得到更多的弥补。不久前，该科引进了
儿童康复悬吊系统。这是一种新兴的
运动感觉综合训练系统，可以充分调动
儿童主动参与的兴趣，达到游戏与治疗
相结合的目的，最大程度刺激其各种感
觉器官，加快儿童康复。

“将来，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向更
专业、更精细的方向发展。”陈强说。关
注儿童健康，她一直在路上。

关注儿童健康 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记许昌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强

陈强

忙碌中的疾控宣传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