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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驿站心力乡村振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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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这一年，我利用小额贷
款实现增收2000多元，参加村级
公益性岗位每月工资 411 元，加
上光伏发电收益 863 元，参与统
筹基金收益 2126 元……你看一
看，快过年了，驻村工作队又送来
米、面、油，我的日子过得真美，心
中暖暖的……”1月16日，雪后初
晴，在省级文明村舞钢市庙街乡冷
岗村，58岁的监测户何春山紧紧
地拉住舞钢市人民医院院长郭文
伟的手，感激地说。当天，全村18
户脱贫户和一些监测户都和何春
山一样，收到来自该院驻村工作队
送的新年“礼包”，还收到浓浓的新
春祝福。

冷岗村位于庙街乡西北部，
管辖 7 个村民组，全村共 392 户
1470人，党员61人。该村地处山
区，经济以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
物为主。

自舞钢市人民医院驻村工
作队在该村“扎根”以来，结合该
村实际情况，立足乡村振兴基
点，扛起村集体经济发展和脱贫
群众致富的重任，逐步走出不平
凡的新路子。

“扶志扶智”一个不掉队。该
村动态监测户共 6 户 17 人，现有
享受政策户 12 户 31 人。驻村工
作队按照帮扶要求，逐户建立了
帮扶关系。2021 年 6 月，驻村工
作队对突发困难户何春山等3户
进行重点帮扶，顺利消除了“三
类户”（指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
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
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户）返贫、致贫风险。驻村工作
队积极引导他们通过生产和就
业增收致富，并通过树立稳定增
收致富的典型和开展文明户评

选等活动，不断激发他们勤劳致
富的内生动力。

舞钢中加矿业公司位于该村，
依托该公司发展运输业，目前该村
有8个运输队、40余台挖掘机等，
冷岗村产品代加工车间，每年创收
1.6万元，2022年全村经济总收入
2600余万元等。

“五星”（支部过硬星、产业
兴旺星、生态宜居星、平安法治
星、文明幸福星）创建增强了党
支部的战斗力。驻村工作队积
极引导冷岗村党支部，树立“乡
村振兴产业是基础”的发展理
念，以党支部建设加快村集体经
济发展速度。今年 53 岁的村支
部书记何赠严，在驻村工作队的
引导下，带领村民建设生态环
境、发展生态经济、建设文明生
态村；每月在村卫生室为60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体检；在幸福院内，

老年人悠然娱乐、健身、休息，安
享晚年；引导村民开展文化体育
活动及文明户创建活动等。

自“五星”党支部创建以来，
驻村工作队和该村党支部紧紧
围绕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目标，提升村党组织
班子能力素养，加强党员队伍建
设，使党组织的凝聚力不断增
强，提高了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的
组织保障。

去年9月9日重阳节，驻村工
作队为全村老年人办了一件“大
事儿”，组织村里的媳妇儿在村委
广场摆开了洗脚“战场”，媳妇儿
用心洗脚、按摩，公公婆婆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媳妇儿真孝顺！她
婆婆走十几年了，一直都是她照顾
我。这不，她又给俺洗脚，洗得我

心里热乎乎的。”一提起儿媳妇田
太景，该村71岁的何老先生就赞
不绝口。最后，驻村工作队还对
媳妇儿进行奖励，不仅让公公婆
婆风光一回，还传承了孝道文明
之风。

近期，驻村工作队通过外出
参观学习，引导村民在乡村振兴
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集体经济
发展思路。

接下来，冷岗村先后成立了
土石方有限责任公司、扶贫加工
车间和天成鸽业合作项目等，集
体经济从无到有，向“从弱到强”
迈进。通过开展帮扶产业项目，
冷岗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从2019年
的42万多元，上升到2020年的65
万多元，2022 年达 99.1 万元，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有效巩固了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
取得了新成效。

孕产妇健康
管理服务规范

35.孕早期（13周以内）服务管理
主要有哪些内容？

答：进行孕早期健康教育和指
导；建立《母子健康手册》；孕妇健康
状况评估；对未发现异常孕妇的管
理；对发现异常孕妇的管理；填写第
一次产前检查服务记录表。

36.孕早期妇女健康评估内容包
括哪些？

答：询问既往史、家族史、个人史
等；观察体态、精神等；进行一般体
检、妇科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血型、
肝功能、肾功能、乙型肝炎。

有条件的地区建议进行血糖、阴
道分泌物、梅毒血清学试验、HIV（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检测等实验室
检查。

37.为孕中期和孕晚期妇女提供
服务的机构有哪些？

答：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
卫生机构。

38.无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在孕中期和孕晚期主
要任务是什么？

答：督促孕中期和孕晚期妇女前
往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卫生
机构进行相关随访。

39.孕中期健康管理有哪些内
容？

答：怀孕 14 周～27+6 周为孕中
期。在 16 周～20 周，21 周～24 周医
生做 2 次随访。包括：（1）对孕妇健
康和胎儿的生长发育情况进行评估
和指导。医生通过询问、观察，体检、
产科检查、化验等对孕妇和胎儿进行
评估，识别是否为高危孕妇。（2）对未
发现异常的孕妇进行相应的指导和
出生缺陷预防等健康教育。（3）对发
现异常的孕妇，及时转诊至上级医疗
卫生机构。出现危险征象的孕妇，要
立即转上级医疗卫生机构，并在2周
内随访转诊结果。

“快！患者意识模糊，检测不到血氧
饱和度，马上送到抢救室抢救！”1 月 13
日深夜，一名患者突发呼吸、心跳骤停，
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卫生院急诊科主任
于海水带领科室成员经过半小时紧急抢
救，终于把患者抢救过来，并迅速将其转
到监护室做进一步治疗。

近几天，该院急诊科患者持续增多，
“争分夺秒”成为急救人员的工作节奏。
看着被送往监护室的患者，于海水又立
即打电话给监护室医务人员交代病情。
自今年 1 月初以来，急诊室里“就像打仗
一样”，医生持续为患者开具处方；护士
们为患者核对信息、输液、换药；于海水
不停地穿梭在办公室、分诊台、抢救室
（如图）之间，时常到分诊台察看患者的
最新信息，随时为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他们一刻不停、默契地维系着急诊室的
正常运转。

“从去年12月19日开始，急诊科患者
开始增多。在12月29日当天，急诊患者
数量达到 52 人次。近几天，每天维持在
30人左右。正常情况下急诊室平均每天
有 10 位患者左右，现在的工作量是平时
的3倍多。”于海水说，“来急诊科的几乎

是老年人，大多数住在村里，医务人员都
是主动背着患者走，并把患者安全送上救
护车。每一个呼叫支援电话的背后都是
一个急需救治的生命，我们必须用最快的
速度赶到现场。如今，急诊科是与新冠病
毒正面交手的第一战场，我们必须守好这
一关，并做好与其他科室的对接工作，尽
力让每一位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急诊科是面对病种最多的科室，是
抢救生命的第一线。我们要快速确定病
因、帮助患者及早得到治疗。”于海水
说。其间，针对最近繁忙的新冠病毒感
染医疗救治工作，于海水对全科医务人
员进行培训，内容包括：患者初步病情识
别、危重症患者救治等方面的知识；要求
科室 24 小时满负荷运转，按照“分诊要
准、接诊要快、会诊要勤、周转从速”的原
则，切实做好患者的首次诊治，为患者争
取救治时间。

每次遇到急诊患者时，于海水首先
想的是如何缓解患者病痛，经常忘了疲
惫。虽然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上
网课，需要他的关心和照顾，但是为了工
作，他时常两三天也不能回家；因为经常
熬夜，工作压力大，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患

了高血压病。为此，于海水的爱人劝他
注意身体，别整天“泡”在科室里，他却
说：“我是一名急诊医务工作者，能为患
者解除痛苦，是我最大的心愿！”

在急诊科病房里，在抢救室内，急诊
科医务人员一边输液一边接诊，一边吸
氧一边配药……所有医务人员一边带病
咬牙坚持工作，一边承受着家人生病无
人照顾的煎熬。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始
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救治患者。在于
海水的带领下，一支业务过硬、爱岗敬业
的团队，成为守护石桥镇周边群众生命
健康的“急先锋”。

自从海水担任急诊科主任职务以
来，每有急危重症患者，他总是冲在抢救
第一线。良好的职业素养，扎实的工作
作风，再加上技术过硬，敢于担当，治病
效果好，他受到了患者和领导的称赞。

作为基层抗疫的“前哨”，石桥镇卫
生院急诊科医务团队在于海水的带领
下，撑住了这一波“冲击”，守好了急危
重症患者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他
们把平安和健康送给群众，把危险与病
痛留给了自己，向群众交上了一份合格
的“答卷”。

把温暖送到村民心上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段泓涛

守护生命的“急先锋”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田明东 文/图

春节将至，千家万户都在忙着置办年货，准
备过节。而春节期间家庭聚会、走亲访友、娱乐
游玩等，都会打乱平时的生活节奏。对于精神障
碍患者而言，节日期间不规律的生活，不利于身
体康复，甚至会导致病情复发。

家住郑州市西郊的刘女士，有点担心患有精
神障碍的女儿，今年春节会不会再次犯病。去年
春节，女儿犯病，在家又吵又闹，无奈之下，刘女
士在大年初一夜里将女儿送往郑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住院治疗。为了全家人能够度过一个平安、
祥和的春节，刘女士近日带着女儿到郑州市第八
人民医院找到主任周梦煜复查。

据周梦煜介绍，临近春节，在临床上总会遇
到一些让人担忧的问题：有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
患者不能及时到医院治疗，因为患者家属认为，
春节住院不吉利。因此，患者就在门诊由医生开
具一些治疗药物，在家保守治疗，等春节过后再
住院治疗。其实，这样的做法会导致患者病情加
重。此外，还有一些住院患者病情不稳定，但因
春节临近就急于出院；患者家属也不听医生劝
告，强烈要求接患者出院。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发生，周梦煜提醒精神障
碍患者及家属，在疾病治疗过程中，一定要遵照
医嘱，按时服药，这是患者能否顺利康复的关
键。那么，春节期间，精神障碍患者在家如何平
安过节呢？

遵照医嘱按时服药

坚持服药、规范治疗对于患者康复至关重
要。春节期间，患者该怎么服药呢？答案是继续
规律服药。如果骤然停药或者自行减量，会导致
病情加重或者疾病复发。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或者出门游玩，都极易
导致漏服药物或者擅自停药。还有一部分患者
及家属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吃药不吉利，就会
主动要求停药几天；也有一部分患者家属整日忙
于拜访亲友，从而忽略了提醒患者服药。

由于精神障碍病程较长，治疗需要足量、足
疗程，所以春节期间患者的用药情况需要特别重
视，避免因漏服药物而导致疾病复发。周梦煜建
议大家，可以在节前安排一次复诊，把患者近期
所服药物购买齐全，做好过节准备。患者家属应及时提醒患者服
药，注意观察患者服药后的副反应，比如肌肉紧张、便秘等；如果
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应带患者及时到医院就诊。

作息规律少熬夜

春节期间，国人有熬夜跨年的传统习惯，或者亲戚朋友来了
通宵打麻将。熬夜对于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精神上的影
响，睡眠不足可以导致人易怒、烦躁等，不利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治
疗与康复。因此，规律睡眠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十分重要。
对于处于稳定期的患者，可以适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或者走
亲访友，但不宜过度，需要规律作息、尽量保持平时的生活节奏，
比如早睡早起、按时吃饭、按时服药等。

远离酒烟

过年期间，亲朋好友难得相聚，免不了喝酒助兴。适量饮酒
或许会有一些好处，但饮酒过量不仅会伤害身体，还会导致精神
障碍。吸烟可加快药物的代谢速度，降低药物疗效，还会上瘾。
不戒掉烟瘾，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健康，百害而无一利。
因此，精神障碍患者应戒烟戒酒。因为酒精能与一些药物发生反
应，影响疗效，甚至会造成严重不良反应，还有一些食物在腌制过
程中加入了料酒、啤酒，应尽量少吃，最好不吃。

合理饮食

春节期间，饮食大多油腻，不易消化。患者偶尔吃一些这类
食物没问题，但仍然需要以清淡、少油、少盐、荤素搭配、易消化的
食物为主，需要摄入适量的蛋白质，保持营养均衡，但要避免暴饮
暴食；要保证饮食结构的多样化，确保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
量，多吃绿色蔬菜和新鲜水果。这样，既能控制体重增加，还能促
进肠胃蠕动，预防便秘。

调整心态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相聚，总会聊一聊彼此的生活和工作等，
对一些工作顺利、家庭幸福的患者来说皆大欢喜，可对一些工作
和生活不太顺利的患者来说会带来伤感。因此，患者心态调整非
常重要，不能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结果会加重病情。

观察病情

精神障碍患者由于“病耻感”、大脑认知功能下降等原因，
往往对外界有退缩心理。春节期间，走亲访友容易使患者因患
病而产生自卑感和悲观情绪。因此，患者家属应多陪伴患者，
尽量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避免患者病情加重或者疾病复发。
春节正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候，患者家属可借这个机会，适当
鼓励患者多与他人接触；及时了解患者的内心想法，帮助其树
立生活的信心，增强战胜疾病的勇气。但需要把握好分寸，遵
照患者的意愿和要求进行适时劝告，避免适得其反。总之，春
节将至，祝愿每一位患者病情稳定，快乐过新年！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本文由本报记者王婷整理）

工作中的于海水工作中的于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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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仙桃市的“保险圈”内，
许多人都知道彭燕这个名字，她是众
多保险从业者前行的榜样。从业 22
年来，彭燕从一名完全不懂保险知识
的乡村医生发展成为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人寿）
一名优秀从业者，她累计服务客户
2016 人、保单数量 4764 件，保额累计
达 16.77 亿 元 ，为 客 户 送 去 理 赔 款
358.17万元。

怀揣事业梦想 用真诚感动客户

“你性格开朗，脾气又好，应该到
保险公司试一试。”由于丈夫工作岗
位调整，30岁的彭燕毅然辞了乡镇卫
生院的工作，从乡镇来到仙桃市，并

在朋友的建议下应聘到中国人寿湖
北省仙桃支公司。

在工作初期，彭燕遇到很多困
难，也想过放弃，但是不服输的性格，
让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一次次实现
了新突破。彭燕每天骑着摩托车在
仙桃市附近城区走街串巷，天亮出发
天黑回家，一遍遍讲解保险知识，不
厌其烦向客户传递保险理念，用真诚
和真情打动了客户。“为了让客户获
得适合的保障，我一定将保险事业做
好、做久，不辜负客户对我的信任。”
看着一份份送出去的保障，彭燕充满
了成就感。

2003 年是彭燕从业的第三年，她
给自己早已定下一个目标：冲刺百万

元保费，让更多客户获得中国人寿的
保险保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彭燕
连续3个月早上五六点骑摩托车从仙
桃市区到彭场镇开展业务，晚上十一
点、十二点再从彭场镇回家。星光不
负赶路人，彭燕在2003年的10月就达
到了百万元保费的目标。那一刻，彭
燕对自己说：“我不做流星，一定要做
一颗璀璨的恒星。”2003年只是开始，
此后连续17年，她的保费年年达到百
万元，服务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用心服务 荣获“爱心大使”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席卷全国。湖北省及时采取防控措
施。“当时，人们有一些恐慌，都害

怕感染新冠病毒。同时，人们也更
加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保险功能
在此刻也显得格外明显。”彭燕说。

在疫情防控期间，她坚持给客户
打电话，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
情况，疏导客户的负面情绪。待形势
好转后，她就第一时间拜访客户。在
一次次拜访中，客户不仅主动为自己
和家人完善医疗保险和重疾保障，有
的客户还为家庭规划了财务保障，这
也让彭燕对保险有了更深理解。于
是，她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

2020 年，彭燕为更多的客户送去
了保险保障，她也因此获得中国人寿
颁发的“爱心大使”称号。为了做好
保险服务，彭燕坚持每天学习最新保

险知识，根据所学知识，结合客户的
经济状况、家庭情况，适时制订“一对
一”保险计划。真情服务，专业服务，
为彭燕积累了许多老客户，越来越多
的客户主动找到她办理保险。“随着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保险保
障意识在不断提高，自身的保险诉求
也在持续提高，并且多样化。我要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热情为他们提供
保险保障服务。”

怀着感恩的心 构建客户服务体系

彭燕是中国人寿湖北省仙桃支公
司的营业部经理，团队共有16人，80%
的团队成员都是营销服务精英。22年
间，彭燕先后获得中国人寿的“百朵金
花”、杰出贡献
奖、“爱心大使”
等荣誉，多次参
加“世界华人保
险大会”等活动，
并成为中国人
寿精英俱乐部
终身荣誉会员。

“我每天坚
持学习保险知

识，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从而为
客 户 做 好 风 险 保 障 规 划 和 财 务 管
理。许多老客户都是通过朋友介绍
找到我，他们非常认可我的专业服
务，把家人的保险交给我打理。我的
大部分客户都是企业家，他们为了企
业的成长付出了很多精力，同时也有
很多风险管理方面的需求。我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分析，帮他们做
风险管理。”彭燕说。

“我的成长离不开公司提供的宽
广舞台，也离不开客户的信任与支
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彭燕为自己
制订了专门的客户经营服务计划，她
要用专业、高效、温暖的保险保障服
务为客户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走好专业化客户服务之路
——记中国人寿湖北省仙桃支公司彭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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