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22日，锦尚镇组织辖区志愿者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清理废弃房屋行动，对厝上村的一处废

弃房屋进行全面清理，推进锦尚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据悉，锦尚镇辖区的个别房屋因年久失修，早已

废弃，不少都是建了新房未拆老宅留下来的，既浪费

土地又影响美观，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此，锦

尚镇借助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热潮，清理各角落的

卫生死角、废弃房屋。当天上午，志愿者们一到现

场，分工协作，将堆放在废弃房屋的废弃杂物往外搬

离，进行逐步清理。烈日当头，志愿者们不怕脏，不

怕累，个个干劲十足，汗流浃背。在腾空废弃房屋的

同时，志愿者们还向周边群众进行环境卫生宣传，希

望能够带动辖区群众增强爱护家园卫生的意识，为

锦尚镇打造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镇贡献一份力。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蔡双双）

锦尚组织
志愿者清理卫生死角

开展家园清洁行动
本报讯“谢谢村里对我们

的关心！”6月23日，负责宝盖镇

上浦村保洁工作的一环卫工说

道。端午节到了，上浦村党支

部、村委会开展的“端午情�志
愿红”关爱行动，让环卫工们很

是感动。

“天气这么热，你们可要记

得多喝水。”村干部一边叮嘱，

一边将一份份爱心物资递到环

卫工的手里。除了肉粽外，该

村还给每名环卫工送去了2箱

矿泉水、1箱饮料和2盒正气

水。一份心意，一句叮嘱，小小

的举动里是满满的关怀。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吴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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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系列报道慢性病诊治实现“关口前移”
居民在“家门口”享受糖尿病诊疗服务

本报讯 6月20日上午，石狮市总医院举

行廉洁小公园揭牌仪式。市卫健局、市总医院

领导班子成员、总医院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参

加揭牌仪式。

这处让人眼前一亮的主题小公园叫做

“廉隅”。“廉”寓意清廉，“隅”又有角落的意

思。“廉隅”一词，出自《明史�王廷相传》：“今
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

则白日之攫（jué）。”意思是：现在端方不苟

的品性不立，贿赂盛行，前朝还只会在黑夜里

偷偷行贿，而现在则敢在大白天收受贿赂。

“廉隅”一词，既可以指廉洁的角落，又寓意端

方、不苟的行为、品性，既独具匠心又寓意深

刻。

自石狮市总医院成立以来，总医院党委、

纪委始终将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抓手，积极打造廉洁文化

特色品牌。医院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为医院文

化建设注入“廉”元素，立足“寓教于景、润物无

声”的理念，以不同形式分别呈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廉洁从业”

“人生七笔账”“廉洁、担当、律己、敬业、忠诚”

等内容，打造一处融观赏性、休闲性和教育性

为一体的主题公园。

移步虽风景，感受皆文化，“廉隅”安静却

有力地展示了廉洁和医院文化的自然融合，以

“文化+”理念，使得廉洁文化与医疗业务融会

贯通。

揭牌仪式结束后，参加人员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有序进入小公园参观。下阶段，总医院党

委、纪委将组织总医院各基层党组织党员干

部、各成员单位以及全体医务人员分批次到主

题小公园参观，让大家在观赏风景的同时，潜

移默化地接受廉洁文化的熏陶，进一步筑牢自

身的思想道德防线。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林端端 蔡依娜）

石狮市总医院
这座小公园对外开放啦！

糖尿病前期可防可控

“糖尿病前期是指血糖升高超

出正常范围，但又尚未达到糖尿病

诊断标准的‘中间’状态。”据湖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晖南介绍，

将糖尿病前期患者纳入规范化管

理，源于糖尿病患病率的上升。

“据最新数据统计，中国成人

总糖尿病的总标准化患病率为

12.8%，糖尿病前期的标准化患病

率为35.2%，把糖尿病和糖尿病前

期人群都算上，有近一半成人血糖

异常。”如果不及时将这个群体纳入

规范管理，将会对未来的卫生系统

产生极大负担。

事实上，糖尿病是可防可控

的。吴晖南表示，敞开吃、闷头睡、

少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导

致血糖升高的重要诱因，正常人通

过健康生活方式引导，可预防发展

为糖尿病前期。而即使进入糖尿

病前期，也是可控的，经过生活方式

或者药物干预，糖尿病前期也能够

显著降低发展为糖尿病的风险。

但是，由于糖尿病属于慢性

病，发病周期长，又没有较明显的症

状，因此，大多数患者并不重视。而

糖尿病一旦出现失明和尿毒症等

并发症时，是不可逆的，将会直接降

低患者生存质量，这便对基层医院

站稳社区定位，推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前移，践行“治未病”理念提出

了更高要求。

医疗服务“主动”贴近群众

“慢病要防，重在基层！”湖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前期门

诊的设立，致力于将医疗服务主动

贴近群众，实现糖尿病前期患者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中心专门组建由专科医生、全

科医生、家庭医生、健康管理师共同

组成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队伍，通

过开展电话随访、下乡入户和不定

期义诊，提高糖尿病前期筛查覆盖

面。与此同时，针对有糖尿病家族

史、妊娠期糖尿病史以及经体检后

发现的糖尿病高危人群等，每周六

上午，中心还会提供免费筛查服务

为其精准测量血糖情况。

记者了解到，对于筛查中发现

的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患者，中心

以建立健康档案的方式，将其纳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团队长期管理

对象，并组织专科医生坐诊，为患者

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具体结合血

糖监测、饮食和运动指导、糖尿病健

康宣教等多项综合防控措施，对患

者血糖实施长期管理，帮助患者控

制血糖水平。

据了解，自糖尿病前期门诊开

设以来，湖滨社区卫生中心已筛查

了50余人，其中，有22人确诊糖尿

病，如果没有加以筛查，这部分患者

将会被漏诊，失去及早干预的效

果。“糖尿病前期门诊开设的意义不

言而喻。”吴晖南表示。

分级诊治实现慢病规范管理

为了实现慢病规范管

理，日前，石狮市全域e网血

糖管理中心正式启动，通过

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居家、社

区、门诊、住院全流程跟踪管

理，建设区域内糖尿病患者

数据链，为远程会诊、“接轨”

转诊和双向转诊提供数据支

撑。这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更是一大福音。

这意味着，居民在湖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但可进

行糖尿病筛查、诊疗，还可通

过互联网和手机App，在家、

社区、基层分院和总医院，享

受基层全科医生、市总医院

专科医生、上级医院专家对

血糖的健康干预、规范诊治、

后期康复的“闭环”健康管

理。

此外，患者还可接受分

级诊治，即在前期，由社区负

责糖尿病前期筛查和生活方

式干预；在初诊糖尿病期，由

总医院负责糖尿病的分型胰

岛功能评估和并发症评估，

并制定降糖方案；在稳定期，

转回社区进行稳定期血糖管

理和并发症监测；当出现血

糖控制不佳或并发症时，再

转诊至总医院内分泌科进行

治疗。以此实现病症综合管

理，提高诊疗质量。

（记者 黄翠林 郭雅霞）

近年来，糖尿病前期的筛查和防治成为全世界糖尿病领域的研
究热点。在这项工作上，石狮市走在福建省前列。今年3月，湖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成立糖尿病前期门诊，形成以医学营养干预为
主，结合基本公共卫生团队跟踪随访服务于一体的特色诊疗服务，通
过推进慢病管理贴近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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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师开展健康宣教

患者正在接受糖耐检查

本报讯 近日，祥芝镇召开全

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部署会暨业

务培训会，会议部署了理论学习、

社会宣传、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等各项任务，同时全面启

动第三轮移风易俗村规民约修订

工作，推动革除婚丧陋习、抵制天

价彩礼并解决孝道式微等问题，助

推全镇移风易俗工作提质增效。

去年以来，祥芝镇获评第三批

全国“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荣

誉称号；泉州市首批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镇工作，受到上级

领导调研时的充分肯定，并在泉州

市、石狮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现场

交流会上作典型发言。截至目前，

《福建石狮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美

丽海岸守护者》《耕海牧渔丰收悦

不负韶华不负春》等10多篇作品

刊发在“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

祥芝镇辖区移风易俗成效明显。其

中，简办喜事62起，喜事捐资公益

55万元，节约资金620万元；简办丧

事85起，丧事捐资公益42万元，节

约资金470万元。据悉，祥芝将持续

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健全村级“一约

四会一队”，提升村级自治能力，加

大移风易俗宣传劝导督促工作力

度，提高群众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

率。推行喜事新办，除结婚外一律

取消“口灶份”，严控群众操办喜事

宴请规模，倡导不办或节办捐资公

益慈善。推广丧事简办，严格执行

“全市殡期一律控制在3天以内”“疫

情防控期间不得使用西乐队、阵头

等仪仗”有关规定，推动神事不办，

严格执行“办普三不”规定。

此外，祥芝还将推进全国文明

城市常态化创建，深化十个专项整

治提升和十大文明新风行动；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家园清洁

行动，强化村级环境卫生整治，规范

农贸市场经营管理和镇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管理；大力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巩固全国文明村镇创建成果；

推进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工作，巩固提升祥芝渔业协会、

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渔港义务

救援协会和万祥文教论坛、湖西家宴

中心等实践站点特色品牌。此外，着

力在打造“一村一亮点”上下功夫，进

一步整合村级资源优势，加强志愿

服务队伍建设和项目策划，引导各

村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陈锋洛）

本报讯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

际，灵秀镇爱心企业石狮市金龙船

食品公司携手灵秀镇新时代文明

志愿服务队、百灵鸟义警队大学生

志愿服务队，联合开展“传承传统

文化 弘扬孝道美德”走访慰问活

动。为辖区的20多户独居老人、

残疾人、困难家庭送去了粽子，让

他们深深感受到节日气氛。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李玲玲）

灵秀爱心团体慰问困难家庭

本报讯 6月23日，蚶江镇莲

中村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联合石狮移动公司和莲埭警务

区党员志愿者走访慰问困难户，

在农历端午节来临之际，为慰问

对象送去节日祝福，并送去油、

米、粽子等慰问品。活动中，慰

问人员了解困难家庭的生活情

况，倾听他们的心声，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实际困难

和问题，传递党组织的关怀和温

暖。 （记者 兰良增）

莲中党员志愿者情暖困难户

本报讯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

十九个“安全生产月”。6月23日

下午，湖滨街道玉湖社区、湖滨派

出所、市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大

队玉湖分队联合在玉湖果蔬批发

市场举办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玉湖分队队员对市

场内的灭火器材和消防设备设施进

行细致检查，在确保设施情况正常

后，通过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强化市

场经营户和员工们的安全常识。为

了进一步提高市场经营户和员工对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现场还

举行了灭火实操演练。玉湖分队

队员通过现场演示消防设施设备

和灭火辅助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

并对易燃物实施灭火扑救示范，使

参训人员在短时间内掌握消防灭

火的基本要领。 （记者 黄翠林）

本报讯 近日，凤里街道开展河湖长制与“三大

责任人”业务知识培训，传达了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与河湖“清四乱”相关工作要求。

据悉，凤里街道下一步将继续根据河长制工作

要求，夯实工作基础，加强对河道巡查工作，重点加

强对河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四乱”问

题的巡查工作，对发现的问题，明确整改要求、整改

措施，确保发现一处、清理一处、销号一处，促进“清

四乱”工作制度化、常态化，推动河湖水环境面貌持

续改善，助力全街道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取得新

的成效。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6月23日上午，凤里街道华南社区与共建单

位石狮市供水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活

动。

活动现场，由泉州市消安防火中心专业教官在九二

路市供水客户服务中心营业厅为大家上了一堂消防知

识培训课。此次应急演练活动采取消防安全培训与现

场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列举了一些关于真实的火灾典型

案例，向在场人员讲解预防火灾的基本常识，以及火场逃

生的注意事项、救火等措施。培训过后，教官组织大家迅

速进入紧急疏散状态，按逃生路线迅速有序地从安全通道

撤出大厅，并现场示范灭火器的使用，参训人员按照演练方

案进行演练实操，使用灭火器灭火，进行火灾逃生演练、实际操

作心肺复苏等。 （记者 陈嫣兰）

祥芝搭好宣传新戏台唱响好声音

上浦送肉粽送防暑品
一份心意情暖环卫工

玉湖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华南与供水公司
联合开展应急演练

凤里开展
河湖长制业务培训

我们的节日�端午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新时代文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