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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推进
“三高”发展增添健康色彩

我区成立健康 365 志愿服务团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李洋）5 月
15 日，区卫生健康局举行“富阳区健康 365
志愿服务团成立授旗仪式暨‘5·15 国际家庭
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局领导以及
各乡镇（街道）卫计办负责人，各区属医疗卫
生单位健康 365 志愿服务队队长等 70 多人
参加，团区委有关负责人也受邀参加。
据了解，富阳区健康 365 志愿服务团下
辖区第一医院、区第二医院、区中医院、中医
骨伤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区第三医院、区疾
控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区 120 急救指挥中心
等区属医疗卫生单位、24 个乡镇（街道）等共
33 支健康 365 志愿服务队，主要职责是为辖
区内老百姓提供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健康
宣教、卫生健康政策法规宣传等健康服务，
促进全民健康。
仪式现场，与会局领导向区医学会秘书
长方岚、区卫健局团委书记李洋以及 33 支健
康 365 志愿服务队授旗，并由李洋带领在场
的健康 365 志愿服务者代表宣誓。
该局负责人说：
“ 志愿服务团的成立代
表了卫生健康系统为全区志愿服务工作注
入一股新鲜血液，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服

简讯

区二院
“流泪”病例成功实施

务团一定会像它的名字一样，一年 365 天持
续发挥作用，为富阳全面推进‘三高’发展增
添健康色彩。”
同时，该局负责人还对推动志愿服务工
作、深化服务队工作成效提出具体要求：
要牢记志愿服务的初心和使命。作为
一名志愿者，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积极响
应社会的号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哪里有
需要就出现在哪里，用自己的一举一动诠释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要深化卫生健康志愿服务的内涵。医护
志愿者们要把握住每一次志愿服务的机会，
宣传卫生健康政策、
宣教卫生健康知识，
还要
外延志愿服务内容，让医护志愿者参与到其
他行业的志愿服务中，
加强交流、
增进友谊。

要强化志愿服务权益的维护与保障。志
愿者是开展志愿服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必须要建设完善的志愿者权益维护机
制，加强对志愿服务团的关心与支持，为志
愿服务的常态化开展提供必要的政策、资
金、后勤保障，确保志愿服务有效运行、健
康发展。
当天恰好也是“5·15 国际家庭日”。在
授旗仪式结束后，富阳区健康 365 志愿服务
团代表和富春街道志愿服务队赴富春街道
敬老院开展健康为老服务活动。与此同
时，其他乡镇（街道）志愿服务队根据活动
要求，各自组织开展辖区内的健康为老服
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章宇文）不久前，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五
官科副主任医师章祥英与杭州市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钟建
光，成功为 63 岁的童奶奶（化名）实施了该院首例鼻窦镜下左
眼泪道成形+人工泪管植入术。
10 年前，童奶奶就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流泪，刚开始眼睛
并没有什么异常，不红不肿也不痒，童奶奶以为没什么大碍，
就一直没有到医院就诊。但随着近几年“流泪”次数越来越
多，患者有时候看东西都比较模糊，影响了日常生活。与家人
一商量后，
来到了二院五官科就诊。
接诊医生章祥英经过一番仔细检查，童奶奶被诊断为“双
眼泪道狭窄”。也就是说，患者排出泪液的通道受了阻，不能
流入鼻腔而溢出眼睑外排，
需要通过手术治疗使泪道畅通。
经过章祥英与杭州市一医院眼科专家钟建光医师的评估
商议，决定施行鼻窦镜下左眼泪道成形+人工泪管植入术。在
两位医生的精心安排下，完善术前检查，局部浸润麻醉，后将
双泪小管置入式人工泪管分别从上、下泪小点置入，从鼻腔引
出固定，
手术获得圆满成功。
章医师在此提醒：如果有人经常出现无故流泪现象，最好
及时到医院就诊，对症治疗，否则泪道不通畅使泪水滞留在泪
囊中，
久而久之易引发感染，
发生角膜穿孔、失明的危险。

大源社卫中心
推出中医特色诊疗项目

内外科联手 巧治腹透漂管
区中医院为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带来福音
本报讯（通讯员 庄晓芬）前段时间，富阳
区中医院肾内科联合医院外科、麻醉科，成
功开展了首例腹腔镜下腹膜透析管复位术
及腹腔粘连松解术，为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
带来了福音。
今年 70 岁的羊女士，因慢性肾衰常年维
持腹膜透析治疗。前一阵子，羊女士出现腹
膜透析管不通、腹透管漂管等情况，肾内科
采用多种常规方式处理治疗，却没有达到治
疗效果。
“我们考虑到了患者腹透管漂管、腹
透管被包裹粘连等可能性，但因为羊女士年
纪较大，并患有 Fanconi 综合征（指近端肾小
管功能异常导致的疾病，主要特点是近端肾
小管复合性功能缺陷）合并高钙血症、
心动过
缓等多种基础病，认为腹膜透析管是她目前
生命得以维持的唯一通路。
”
肾内科俞立强副

主任医师介绍说，
“但她全身心肺情况较差，
如果再次开腹置管，
身体将无法承受。”
为此，肾内科主动联合外科进行了科间
会诊讨论，通过仔细分析病情、充分研究治

疗的具体细节之后，提出采用腹腔镜微创的
方法进行腹膜透析管复位术，取代传统的开
腹手术方式。
肾内科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后，完善
了腹腔镜相关的术前准备，由泌尿外科程沅
琪副主任医师主刀，俞立强协助，经过短短
10 分钟，区中医院首例腹腔镜下腹膜透析复
位术及腹腔粘连松解术圆满完成。
据了解，此项新技术的成功开展，填补
了区中医院肾内科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手术使得内外科之间紧密合作，最大限度
地发挥了各自优势，加强了医院多学科联合
救治尿毒症疑难患者的技术实力，大大提升
了本院肾内科的诊疗水平。”区中医院相关
负责人说。

让孩子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新登镇小十大举措全方位防控近视
通讯员 张方明 记者 邵晓鹏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这也是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发布有关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健康教育核心信
息。新登镇中心小学一贯重视学生近视预防工作，从 2012 年开始，每年的“全
国爱眼日”
期间都举行眼保健操比赛，每学期都对学生的视力进行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近视防控工作，近日，新登镇小在原有防控措施的基础上，通
过完善和修订，
形成了《新登镇小预防近视十大举措》，
已于近段时间开始实行。

加强宣传，
提高护眼意识
近日，新登镇小三年级学生聆听了校医
汤志华作的爱眼护眼专题知识讲座《保护眼
睛，预防近视》，并现场签名，承诺远离电子
产品。
同时，新登镇小邀请浙江省眼科医院国
家二级验光师王松萍，为四五年级学生作预
防近视知识讲座。

设置电媒观看距离防控线
3 月 21 日，新登镇小为教室第一排学生
设置了电子媒体观看距离防控线，该线距离
电媒不少于 2 米。

适度使用电子媒体
本着按需原则，新登镇小合理并适度使
用电子媒体，每节课使用电子白板等可视电
子媒体总时长不超过 30%。

关注用眼环境与眼睛保健
每月，全班座位必须变换一次，确保学

生从不同视角听课；未使用电子白板时，教
室必须拉开窗帘；除了每天做好眼睛保健操
外，适时提醒学生闭眼休息或眨眼、远望调
节。

课桌椅适应学生，规范读写姿势
每学期开学及时调整课桌椅高度，以适
应学生的身高。学生调换座位与课桌椅一
起调换。规范学生读写姿势，实行读写姿势
教师负责制，对学生读写姿势进行专项考
评。

倡导轻负高质
准时下课，
严禁拖堂。确保大部分学生的
练习能在课内完成，课间 10 分钟严禁集体做
作业。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三至六
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

确保户外运动时间
减少持续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确保户外
活动每天不少于 2 小时。

本报讯（通讯员 陈少丽）为发挥祖国传统医药特色，大
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了独立的中医馆诊疗区域，内有
小儿中医推拿、理疗专科、成人针灸理疗、成人推拿、中医
骨伤和中医药熏蒸等科室。中医馆内有副主任中医师 1
名、中医主治医师 1 名、中医针灸推拿主治医师 1 名、医疗
推拿师 2 名。
该中医馆广泛开展了中医中药治疗、中药穴位贴敷、中
药熏蒸、针刺、艾灸、推拿、中医传统手法正骨和接骨等特色治
疗，
是浙江省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示范基地。

雨田中医
迎来浙江中医药大学师生团
本报讯（通讯员 丁曦）日前，富阳雨田中医迎来了浙江中
医药大学的 30 多名师生，他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雨田中医文
化馆，并对相关中医项目在专家们的指导下进行了体验、学习
与临床实践。
活动中，雨田中医的讲解员详细解说着每件中医药老物
件背后的故事，让师生们大开眼界。随后，在中医师们的指导
下，学生们学习、体验了中医把脉问诊、针灸艾灸、推拿拔罐、
督脉熏蒸、近视调治、穴位贴敷等传统中医项目。
据了解，杭州富阳雨田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心是富阳一家
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心，也是浙江中医药大学社会实践基地，通
过“校企合作”的模式，曾与浙江中医药大学联合开展各类社
会实践活动 16 场次。
去年，在区卫健局的指导下，中心精心组织了“‘一带一
路’国外留学生中医学习之旅”活动，吸引了比利时、捷克等国
家的 30 多位留学生走进雨田中医，引起了《人民日报》、新华
网等主流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很好地传播了富阳本土中医药
文化。

树康康复医院
举办首届至道康复论坛

家校联动防控
加强家校联动，请家长督促学生远离电
子产品，及时反馈视力检查情况，对近视情
况进行复查和治疗，构建近视防控家校一体
化跟踪机制。

实行视力防控通报制度
每月通报各班视力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通报各班视力情况，提醒孩子们要在日常学
习生活中保护视力，
不可松懈。

纳入评价体系
把近视防控情况纳入学生评价体系，作
为“三好学生”评选的一个条件（双眼裸视力
在 5.0 以下且未能保持的不得参评），促使学
生有意识地去保护自己的视力；学校将班级
近视率变化情况作为文明班级考核的一个
指标，将近视防控工作作为教师考核的一个
指标，促使教师在日常工作中能有意识地去
保护学生的视力。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诗文）首届树康康复至道论
坛暨杭州富阳树康康复医院开业典礼前不久举行，本次论坛
邀请了来自邵逸夫医院、浙大一院、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等浙
江省内康复专家以及来自德国的康复专家参加，为富阳地区
康复医学、老年医学科等医务工作者以及相关医疗养老机构
从业人员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据了解，杭州富阳树康康复医院为浙江大学医养中心技
术合作项目，集临床、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
二级康复医院，主要开展脑中风、脑外伤后康复，骨关节及
运动损伤康复，心血管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等脏器病
的康复。
论坛上，浙江省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主任委员李建华、
浙大一院急诊创伤中心及神经创伤救治及修复中心主任杨
小锋等专家分别作《康复医学的早期临床介入》
《脑脊液管
理在神经重症中的应用》等报告。
“我们医院的核心价值观是服务于人。”富阳树康康复医
院副院长荆山说 ，他从“使命，愿景与价值观”
“ 学科设置”
“专业技术”
“ 典型病例”以及“目标与期望”五个方面，介绍
了富阳树康康复医院的现状及未来，
“ 希望树康成为‘医疗
安全、患者满意、员工幸福、社会认可’的全周期专业康复品
牌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