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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汇聚社会暖流
——
—记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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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旗帜指引下，淮安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
务队于2006年6月14日世界献血者日正式宣誓成立，现有700多人。 全体队员以保
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开展人道主义的社会服务为宗旨，积极开展无偿献血的宣传、
志愿服务工作。 他们是无偿献血的义务宣传员，是公益战线的践行者，他们的“红马
甲”是淮安城市里的一道靓丽风景。
■徐杨荪

●长年服务凝聚爱心力量
自从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以来，12年
来，志愿者服务队活跃在各种无偿献血
现场，在淮安的每个角落，只要有采血
车停靠的地方，周围就有志愿者主动宣
传、动员，为市民讲解献血知识，成为城
市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队员们的身影还
时常出现在街头、企事业单位及乡镇社
区的无偿献血现场。

爱心服务队常年开展无偿献血宣
传活动。 特别是“
3·5学雷锋活动日”、
“
5·9造血干细胞捐献日”、“6·14世界献
血日”等专题性的纪念日，爱心服务队
都会举办主题鲜明、影响广泛的志愿宣
传活动。 十多年来，他们服务过的献血
者和市民超过十万人次，淮安市献血量
一年高过一年。

爱心服务队还积极主动参与社会
公益活动。 她们关注并帮助留守儿童、
孤寡老人、孤残军人、高龄老者，十多年
来， 他们投入志愿活动时间10万余小
时，帮助了近百名留守儿童和近百名孤
寡老人。

高素质的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伍有力地促进了淮安无偿献血事业的
发展，近些年来，淮安市献血量每年都
上一个台阶。 淮安市已经连续8年蝉联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称号；2012年，
淮安市中心血站爱心服务队被评为江

苏省优秀志愿者组织；2016年， 有三位
志愿者荣获“中国好人”称号，五位志愿
者荣获“江苏省优秀志愿者”称号，八十
余位志愿者获得全国无偿献血服务星
级奖，成为淮安市志愿服务公益组织中
的先进代表。

●用长效机制为爱心护航
在市文明办的号召下，市级机关的
党员干部志愿者们每年都自觉开展“党
员干部做表率、志愿服务献热血”活动，
这一活动至今已经坚持了九年。
志愿者服务队还定期开展培训工
作，让服务更科学、更规范。

“一号难求”的名医来了
——
——
—3月16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邓元琪教授莅临淮安亲诊
3月16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
医院邓元琪教授受淮安中山医院邀请，
莅临淮安亲诊。 邓元琪教授精于不孕不
育诊疗，这也是淮安不孕不育家庭的福
音。 教授亲诊只有一天，有需要的家庭
一定要把握机会， 在家门口看北京专
家。
据 有 关 数 据 显 示 ， 我 国 有 10%
-12%的家庭受到不孕不育的困扰，然
而不孕不育科室的大专家却是“一号难
求”，想要名医亲诊，不仅得承受舟车劳
顿，还要跟“号贩子”斗智斗勇。 为切实

解决不孕症及妇科疑难病患者看病难
问题，给广大淮安市民提供专业的诊疗
服务，推动专家、技术、设备优势互补，
淮安中山医院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复兴医院邓元琪教授于3月16日来院亲
诊。
邓元琪教授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
医疗系，后一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
兴医院任职，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妇科内
镜与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她长
期致力于不孕症、输卵管畸形、宫颈疾
病、卵巢囊肿等不孕症和妇科疾病的科

研及临床教学工作， 从医30多年来，具
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
经验，尤其擅长不孕症的诊治。
作为淮安市慈善医院，淮安中山医
院成立已经16个年头了，医院一直坚持
投身公益、慈善为民的办院理念，希望
通过本次“北京名医淮安亲诊”的活动，
能使更多有需要的淮安市民拥有与名
医面对面的机会， 早日远离不孕困扰，
获得幸“孕”生活。
(中山）

缺牙5年
老人想吃肉
“医生，我现在是老了，但身体还可
以，就是想种上牙，能再吃点肉、硬的东
西，戴假牙很多好吃的东西都吃不了。 ”
见到全允植博士， 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据张奶奶说，大概在2012开始，她下颌
两边的磨牙就掉了， 一直用活动假牙。
但活动假牙不太舒服，也不能吃硬的食
物。 每次吃完饭后，还要把假牙取下来
清洗，更让她尴尬的是，有时假牙没戴
好，吃东西、说话的时候还会掉出来。
月初，一直想要种牙的张奶奶了解
到，本月在诺贝尔口腔医院种牙可免收
牙冠的费用；再加上看到周边两位同龄

的缺牙老人在诺贝尔口腔医院种牙后
吃嘛嘛香，羡慕不已的张奶奶也向家人
表达了自己想把缺失的牙齿种上的愿
望。 在女儿陪伴下，张奶奶到诺贝尔找
到韩国专家全允植种牙，并向专家道出
自己“缺牙5年不知肉滋味”的苦恼。

种一口好牙
乐享晚年幸福
张奶奶虽年事已高， 但身体硬朗，
也没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
且通过先进的CBCT系统检查发现张奶
奶牙槽骨情况良好， 非常适合种植牙。
全允植博士为其制定了先进的“水激光
无痛种植术”种牙方案——
—通过激光激
发水分子形成的“水光动能”取代传统
电钻，整个种植过程舒适无痛。 听过方
案后的张奶奶满意不已，她当即要求全
博士为其种牙。
对于经验丰富的全允植博士来说，
像张奶奶这些多颗牙种植的病例每个
月都要接诊近百例。“整个种牙过程很
轻松、种牙后也很舒服，韩国专家技术
特别棒，诺贝尔这样的大医院就是值得
信赖，我还要推荐我老姐妹来种牙！ ”种
牙后的张奶奶满意不已，其女儿直呼老
母亲终于圆梦了，有了种植牙晚年更幸

市三院与市救助站携手
关爱“
三无”精神患者
春节前夕， 市救助站副站长曹翠青一行前往市三院“三
无”病房进行节前巡查，并为在院的“三无”（无身份证明、无法
确认户籍、无法确认家庭住址）精神病患者捎去50件崭新的羽
绒服及60套春秋衫以表节日慰问，3月6日，曹翠青一行再次来
到市三院精神科十二病区探望“三无”人员。
曹翠青一行与科室负责人就“三无”人员的出、入院收治
流程、收费管理、住院期间患者的治疗及护理、住院患者的安
全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交流和沟通， 并实地察看了病房设
施及“三无”人员生活状况，所有被救助的精神病患者衣着干
净整洁，科室管理规范有序。 曹翠青对病区医疗及护理的付出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对医院领导支持和重视此项工作表示衷
心感谢。
市三院精神科十二病区主要收治“三无”精神病患者，承
担的更多是社会责任。 新的一年里，市三院将携手市救助站一
道，共同努力将这项社会公益事业做好，让“三无”人员切实感
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和谐稳定出
力。
（杨华 王静）

南陈集中心卫生院举行
庆
“
三八”妇女节座谈会

七旬老人种牙：想吃肉！
“满嘴没剩几颗好牙，大概有快5年
了，只能将就着吃一些软烂的汤水！ ”近
日，家住北京新村75岁的张奶奶突然动
了想种牙的念头，她想趁着身体还硬朗
能大口吃肉。 上周日，在女儿的陪同下，
张奶奶慕名来到“种牙口碑医院”——
—
淮安诺贝尔口腔医院， 正值该院2周年
院庆， 韩国种植专家全允植亲自接诊、
定制方案、种牙，张奶奶不仅轻松种出
了一口“好牙”，还获得了韩国种植体厂
商提供的两颗牙冠免费补贴。

为了提高实习护生的临床护理工作能力， 让实习护生将
理论知识和技能更好更深入地应用于临床工作，日前,淮安市
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举办2018年度实习护生实境工作能力竞
赛，来自江苏护理职业学院、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
26名同学参加了竞赛。 比赛包括护理程序运用和护理知识循
证两个环节，主要考核实习护生的临床思维能力、病情观察评
估能力、专业知识点的掌握、规范的动手能力、表达沟通能力、
应变处理能力和人文关怀及素养等核心工作能力。 最终，经过
激烈的角逐，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
（王玉玲 张青)

福！ 据了解，待安装好牙冠后，就可以满
足张奶奶吃肉的愿望了。

缺牙危害大
早种牙早健康
“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掉牙很正
常，其实缺牙的危害很大！ ”全允植博士
结合临床数据表示，长期缺牙会造成咀
嚼无力、面容衰老、说话吐字不清、牙周
疾病，诱发中风、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
等慢性疾病，严重者影响生命健康。 因
此，缺牙后要及时修复，常见的修复方
式有三种：活动假牙、烤瓷牙、种植牙，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60%缺牙患者会首
选种植修复,这是因为,种植牙可以达
到原来牙齿功能的98%以上。
“种植牙是将纯钛金属精致而成的
种植体植入缺牙区， 之后再套上牙冠，
即可恢复咀嚼功能。 ”全博士表示，相比
于活动假牙、烤瓷牙，种植牙不损伤邻
牙,同时坚固持久,使用舒适,没有异物
感,外形美观逼真，如维护的好或可使
用一辈子。 无论是单颗、多颗甚至是全
口牙缺失、烤瓷牙失败及活动假牙不适
等情况， 只要身体健康都可以种植牙。
(诺贝尔）

3月8日下午，南陈集中心卫生院举行庆“三八”妇女节座
谈会，会议以“巾帼奉献为医院，建功立业展芳华”为主题，该
院院长黄祥及部分女职工代表共46人参加。
黄祥为座谈会精彩致辞， 他总结了近年来女职工在医院
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荣誉， 充分肯定了女职工为医院建设与
发展付出的艰辛与不懈努力， 为医院的两个效益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同时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爱岗敬业，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奉献精神再创新辉
煌，再普新华章。 随后，由“
淮阴好人”、优秀女职工代表周艳从
追逐梦想、爱岗敬业、关爱患者、照顾家庭等方面分享了她的
人生感悟， 激励大家以崭新的姿态和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工作与生活中，做新时代的新女性。 在座谈会中，大家围绕医
院建设与发展、创新服务、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职工福利
等方面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现场气氛热烈、轻松，通过面对
面、 心贴心的交流， 大家对医院的现状与发展有了充分地了
解，并进一步坚定信心，纷纷表示一定要认真工作，以榜样为
力量，努力钻研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座谈会中还穿插着送歌送祝福，诗歌朗诵，游戏等环节，
为座谈会增添了娱乐性、趣味性，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通
过此次座谈会女职工在放松身心的同时， 进一步点燃了生活
的热情，激发了工作的斗志，为医院更好发展注入了新思想，
新动力。
（赵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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