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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今年 1 月起，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与郑州大学医学院建立医疗托管的紧密型医疗合作关
系。并根据实际需求，郑州大学医学院启动了对琼中县人
民医院的各类人员培训，引入多项新技术业务，实现了医
院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的“双提升”。
在郑州大学琼中医院（琼中县人民医院）各会议室内，
来自郑州大学医学院的医师正在向琼中当地医务人员讲
解相关科目的医务知识。据介绍，自开展合作办医以来，
郑州大学琼中医院加强了科室及学科的规范化建设，投入
使用新住院大楼，住院床位增加、病区环境明显改善。同
时开展无假期门诊及专家门诊，抢救危急重症患者十余
次，抢救成功数量同比增长 19.21%。
郑州大学琼中医院党组书记、副院长苏琼川告诉记
者，郑州大学所有专家平均每周开展两次教学查房及讲
座，1-4 月份全院开展手术台数共 300 余台，该院第一季度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8.23%，其中第一季度门急诊工作量同
比增长 34.64%，手术人次同比增长 19.89%，三四级手术占
比同比增长 7.6%，出院人次同比增长 14.38%。
此外，郑州大学琼中医院也对于各类急需科室加大派
驻专家力度，对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内科、儿科和产科

等科开展新技术新业务培训，提高当地医务人员服务水
平，推进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
及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
早晨，在 4 楼内科楼里，郑州大学琼中医院神经内科副
主任医师李琳拿着病例，与本地医生正一间间的进行查
房。
“目前已经有 15 个不同科室的专家来到了琼中，专家们
定期开展各个层次的培训，也开展了很多新技术和新业
务，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五年的时间把琼中县人民医院打
造成三级甲等医院。
”
“阿叔，你手术后要注意修养，我再跟你说一下注意事
项。”刚刚与病患谈话完的郑州大学琼中医院外科副主任
医师陈文定没来得及喝一口水，又到另一位病患床前给其
做检查。陈文定表示，在郑州大学的帮扶下，我们本院的
年轻的医生学习到了很多宝贵的实践经验，比如各方面病
人的诊疗和相关的技术操作，医生技术提高了，病人的满
意度也提高了。
据了解，下一步，郑州大学琼中医院将加强医共体建
设及智慧医院建设，完善与郑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远
程会诊系统，为琼中全民健康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陈欢
欢）

宣传环保袋 260 个、设立宣传
展 板 18 面 、悬 挂 横 幅 20 条 、
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疑难问
题 20 余条。通过此次宣传活
动 ，群 众 纷 纷 表 示 ，杜 绝 毒
品 ，在 管 好 自 己 和 家 人 的 同
时，积极支持禁毒工作，守护好美好家园。
据悉，为加强未成年人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增强未成年
人禁毒意识和自觉抵制毒品侵袭能力，此次禁毒宣传志愿服
务活动还将走进校园，向未成年人介绍吸毒的危害，让未成
年人从小参与到防毒、拒毒活动中来，构筑起防毒、拒毒的坚
强堡垒。
（尹婉妮 郑小花）

黎母山镇开展 2021 年
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提高广大居
民的禁毒意识，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5 月 27 日，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综治办联合镇禁毒办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组织志愿者在阳江居开展了以“ 防毒反毒、人人有责 ”为
主题的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悬挂横幅、现场解答、发放禁
毒宣传品和设立宣传展板等形式开展宣传。
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 200 余册、宣传菜篮 200 个、

琼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红色文化之旅活动

本报讯 5 月 29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红色文化之旅活动，组织媒体、摄影爱好者、自媒
体、党员干部群众等组成红色演唱团，重走革命道路，传承
和发扬琼崖革命 23 年红旗不倒革命精神。
在白沙起义纪念园纪念园和王国兴故居，红色演唱团
用唱红歌的方式，纪念革命先辈，从歌声中一同品味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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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阿叔，您血
压有点高哦，要多注意身
体啊！”5 月 28 日，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计划生育
协会在县城街心公园开
展“5.29 会员活动日”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计划生育
协会工作人员细致耐心
的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
育龄群众解答生殖健康
知识、避孕药具使用方法
等各方面疑问；免费发放
避孕药具和叶酸，并将孕
前检查、孕期保健、增补
叶酸等优生知识和理念
传递给广大育龄群众。
“今天学到了很多优
生优育的相关知识，让我
对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
市民黄女士说到，回去以
后，也会将这些健康知识
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此次活动以悬挂宣
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设置健康咨询台、免费发
放避孕药具及免费义诊
等形式开展。活动还邀
请了县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县中医院等单位为广
大群众提供测量血压、针灸等义诊服务，
使辖区群众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
况，提高群众对疾病预防的认识，引导群
众科学就医，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通过开展健康义诊活动，设立
宣传服务台，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折页，
宣传和引导群众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宣传
计生相关政策、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保健
知识，向群众讲解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内
容，为育龄群众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引导
树立科学、健康、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和
健康生活理念。”县计划生育协会工作人
员凌大妹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把活
动开展到各社区，将孕前检查、孕期保健、
增补叶酸等优生知识和理念传递给广大
育龄群众。
据悉，此次活动提供健康知识咨询
200 余人次，现场发放宣传伞 100 把，宣传
手袋 200 个，避孕套 120 盒，宣传折页 1500
份，宣传扇 100 把，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
评。
（尹婉妮 邢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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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让他们进一步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深
刻领悟了党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
往无前的精神，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将继
续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初心和力量，以优异
成绩向建党一百年献礼。
此次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文化之旅活动是
“探秘琼中，自在出行”媒体乡村采风行活动的
其中一部分，
“ 探秘琼中，自在出行”媒体乡村
采风行活动分为红色文化之旅和美丽乡村之
旅两个部分，活动围绕琼中红色文化、资源自
然风光、民俗文化、乡土民情等，推介琼中红色
旅游、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和带动琼中旅游发
展。
据了解，
“ 探秘琼中，自在出行”媒体乡村
采风行活动是 2021 年（第九届）海南乡村旅游
文化节琼中主会场的其中一项，2021 年（第九
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主题为“全域旅游 乡
美乡兴”，活动期间将举办 2021 年（第九届）海
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和闭幕式；海南琼中
旅游推介会；2021 年海南乡村经典民歌音乐
会；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论坛；乡村旅游文
化和非遗图片展；海南（琼中）旅游美食与特色
产品展销会；
“永远跟党走”——第 18 届海南省
红色演唱团成员在纪念碑下合影。
红色演唱团成员在纪念碑下合影
。朱德权 摄
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会演暨广场舞展演（中部
片区）；琼中飞瀑山咖啡冲煮冠军赛等十项活
红色的岁月和一个个红色的传奇，回顾琼中黎族苗族同胞 动，通过举办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庆活动，深入挖掘海南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蝶变”。
乡村旅游文化资源，探索“旅游+”
“+旅游”等全域旅游新模
活动期间，红色演唱团还参观白沙起义纪念园浮雕、 式，丰富旅游新业态，推动旅游、区域文化、商贸等产业蓬
纪念馆、瞻仰烈士纪念碑，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重温党 勃发展，进一步提升海南乡村旅游品牌形象，展现海南乡
史，到番响村、什寒村等红色村庄，重走革命道路，解读红 风民俗，传承乡村特色文化，促进旅游、文化、体育、农业融
色密码，了解村庄变化，红色演唱团成员纷纷表示，此次活 合发展，
助力海南乡村振兴。
（徐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