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探访·

2021年 5月 27日 星期四 责编/钱定果 版式/王艺林基层连线

“点单”服务惠民生
■ 本报通讯员 徐雅娜

“社区四点半课堂，不仅免费，工作
人员还细心照料每一个孩子，我们家长
都很放心。”近日，黄山市屯溪区昱西街
道黎阳街社区居民罗月清开心地告诉
笔者。

前段时间，黎阳街社区居民反映，孩
子放学后没有一个活动场所， 希望社区
能提供一些学龄儿童的教育课堂、 游戏
设施。收到群众服务需求后，黎阳街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整合辖区教育机构资
源，迅速组织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伍，开设
“四点半”课堂，添置书籍、乐器、益智玩
具等，为孩子们提供活动平台。

屯溪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出“五
单”志愿服务工作法，群众点单、中心派
单、队伍接单、社会评单、中心结单，群众
需要什么，志愿服务就开展什么，从“上
菜”向“点单”的服务模式转变，让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更加贴近民心。

该区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对
群众需求信息进行收集上报，区里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根据上报的群众点单
内容，向有条件的志愿服务队下达志愿
服务任务。 各志愿服务队按照中心指
派，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结束后由
现场参与群众进行满意度评价。中心根
据活动开展情况以及群众评价反馈意
见，给予结单评定。

“作为一名医生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 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帮助别
人，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今年刚加入志
愿者队伍的汪婷是屯溪区医院一名医
生，她在志愿者群里了解到一些群众需
要体检，就主动报名参与活动。现在，社
区的大事小情，都有像汪婷这样的志愿
者在行动，志愿者在满足群众“微心愿”
的同时，也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

近年来，屯溪区整合文体、教育、企
业等各方资源， 依托 1 个文明实践中
心、3 个文明实践点、8 个文明实践所、
54 个文明实践站的平台资源， 精心谋
划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截至目前，该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3 万余场次，志愿
服务时长超过 44 万个小时。

整治环境家园美
■ 本报通讯员 李海军 王虎

日前，笔者走进全椒县二郎口镇二
郎村童杨村民组， 只见道路干净整洁，
苗木、果园、菜园分布有序，晾晒区、健
身区、 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
全。“跟党走听党话”“百善孝为先”等墙
壁彩绘新颖美观。 在村民文化广场边，
还建有乡愁博物馆，自行车、缝纫机、马
槽、犁、煤油灯、收音机等老物件引人驻
足观看。

“以前，村里的路是土路，垃圾随便
倒，厕所是老式的，臭味到处飘。孩子们
出去打工上学，都不愿意回来。现在，路
是水泥路，房前屋后种花栽草，垃圾分
类箱就放在路边， 也没人随便扔垃圾。
我们住着舒服、看着漂亮，孩子们每年
回家的次数也增加了。 ”说起村里的人
居环境变化，村民孙礼翠感触很深。

近年来，全椒县二郎口镇围绕乡村
振兴，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动党员干部带
领群众建设美丽家园。

“我们村刚开始整治时，我主动拆
除自家的鸡鸭棚和旧猪圈，因为我是一
个老党员，必须带头做。”二郎村老党员
史宣才说。

在该村童杨村民组的中心位置，有
一座被秀水翠竹围绕的小岛，村民称为
“幸福岛”。过去，这里却是臭水沟、荒草
地和烂泥路。

“我们利用村民破旧的老房子拆下
来的红砖， 铺了一条通往岛上的路，再
清理水沟、修建小桥，营造出红砖绿树、
小桥流水的好景致。 ”二郎村党总支书
记胥家林说，现在“幸福岛”上有个“小
岛议事会”， 平时村民理事会就在此召
开，还进行过“最美庭院”“好媳妇”“好
婆婆”等评选活动。

目前， 二郎口镇积极整合各种资
源，依托村民组原有的自然条件、产业
现状和文化元素等进行环境整治。 “去
年以来，我镇发挥村民理事会议事协商
和党员示范带头作用， 高标准完成童
杨 、 小郭等 10 个村庄的人居环境整
治。 ”该镇党委副书记王勤龙说。

党建引领打造“红色物业”

■ 本报记者 张鸣

“邻居们，我们在 10 栋的电梯里试行安装爱心座
椅，这样电瓶车应该就进不去了，还可以方便老人和
孩子休息，大家觉得如何？ ”“这个主意好啊，我赞成！ ”
“需要出钱出力我算一个！ ”前段时间，针对屡禁不止
的“电动车进楼栋”问题，合肥市包河区振徽苑 10 栋
党小组长、退役军人胡浩在楼栋微信群里提出这样的
建议，获得大家的一致支持。 仅仅 3 天时间，胡浩就带
领楼栋党员、热心居民落实了爱心座椅进电梯一事。

文明养犬、电梯故障、飞线充电、停车难……在高
楼林立的城市社区，“围墙内”的一件件民生小事连接
着居民幸福生活的“最后一公里”，也考验着管理者的
“施政智慧”。

“包河区现有住宅小区 560 个，包含商业开发小
区、单位开发小区、回迁安置小区、企业事业单位自管
小区以及业主自治小区等类型，数量多、类型复杂，面
临的矛盾十分多样。 我们紧紧扭住‘党建引领’这一主
线进行破题，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管理纳入城市基层
党建， 融入基层治理体系， 夯实物业管理 ‘工作成
色’。 ”包河区住建局副局长罗艳丽告诉记者。

“老旧小区空间小，物管力量薄弱且分散，仅靠 1
家物业公司难以发挥效应。 我们联合 19 家住宅小区
物业公司和自管小组，成立‘红色物业联盟’，希望能
实现物业管理服务 1+1＞2 的效果。 ”包河区包公街道
航南社居委主任赵惠敏说。

该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为物业联盟注入了红
色力量 ，成立由社区党委成员 、党员志愿者 、社区片
警、物业公司负责人等在内的联盟党支部，先后协调
解决了片区内电表出户、加装电梯、邻里矛盾纠纷等
难题。

在风和园小区党群服务站内 ，51 岁的王惠芳和
“红色物业联盟”党支部成员们围坐在一起，商量着小
区内 6 处电动车充电桩选址的议题，旨在消除飞线充
电带来的安全隐患。

3 年前， 风和园小区环境综合整治让这座老小区
“重焕生机”。 为了守住改造成果，越来越多的居民骨
干踊跃走出家门，投身小区自治管理中。

“近年来，包河区坚持围绕‘人’、立足‘楼’，把党
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延伸到小区、楼栋，建立由社区居
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等参
与的议事协调机制 ，让 ‘小事不出楼栋 、大事不出小
区’。 ”罗艳丽说。

“牵线搭桥”促发展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潘泰

“多亏工作组牵线，帮我们解决了
大难题！ ”5 月 26 日，一提起企业的发
展近况，亳州市养生天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曹刚刚高兴地告诉记者。

近日， 该企业成功申报了亳州市
级科技重大专项， 待获批后将给企业
带来资金和技术支持， 注入强劲的科
技活力。

养生天下公司是一家从事功能性
食品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以
来，该公司看好富含微生物溶栓酶功能
性发酵食品生产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的
发展前景， 计划进行深层次的科技研
发， 但由于技术不成熟和缺乏资金，研
发一度陷入僵局。

省“四送一服”第三工作组和亳州
市“四送一服”办联合走访时，了解到企
业面临的困难，第三工作组成员高玉荣
教授利用自己专业知识展开帮扶，成功
为养生天下公司和安徽工业大学、巢湖

学院牵线搭桥，帮助双方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三方共同研发富含微生物溶栓酶
功能性发酵食品生产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项目，实现校企合作共赢。

目前，三方技术团队已开发出富含
微生物溶栓酶的低盐豆酱和纳豆产品，
在相关领域发表学术论文 4 篇。在帮助
养生天下解决技术难题的同时，亳州市
“四送一服” 办还精心指导公司将该项
目申报市级科技重大专项，争取给企业
带来资金扶持。 目前，该项目已被亳州
市科技局确定为省科技重大专项拟推
荐项目，申报省科技重大专项。

今年 4 月以来，省“四送一服”第三
工作组进驻亳州，开展推进“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四送一服”专项行动，创新
建立省、市、县（区）协调联动机制，成立 5
个工作专班，与亳州市“四送一服”工作
组、各县区工作组联合进驻县区、园区。
目前，工作组先后走访调研企业（项目）
532家， 协调解决企业反映问题 108个，
转办问题 118个， 组织政策宣讲会 186
场，企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修路便民解急难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王健梅

“以前道路坑坑洼洼，车难走、人难
行。现在好了，修了平坦的水泥路，出行
方便了，今年午收再也不愁了！ ”近日，
看着眼前宽敞畅通的道路，淮北市烈山
区杨庄街道黄桥社区居民王光西告诉
记者。

在黄桥社区，有一条从五宋路通往
萧濉新河河坝的路，道路两边住着几十
户人家，大多都是留守老人和孩子。 原
来的道路没有经过硬化， 都是土路，一
遇到下雨就泥泞不堪。王光西一家就住
在萧濉新河河坝附近，过去出门常常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他承包了 80
亩地种粮食，一遇到午收的时候，全家
人就为出行而发愁。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为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黄桥社区争取资金
并修建了五宋路到萧濉新河河坝上的
出行路。 此外，该社区将黄桥老年休闲

广场四周用面包砖进行了铺垫，把水泥
路连到了村民的家门口。 道路的硬化，
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为实现群
众增收致富、乡村振兴提供了条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期，黄桥
社区还对一条“半截路”进行了重新修
建。 这条道路是当地 1000 多人前往田
间干活的主要道路，几乎每家每天都有
人要去菜地。 几年前，这条泥土路修了
一半，但是因资金紧张，剩余路段一直
未能修建，严重影响村民出行和蔬菜销
售。“如今，路铺好了，心气顺了，乡村振
兴更有底气了。 ”居民们纷纷感慨道。

黄桥社区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切入点和落脚点，
凝心聚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以党史
学习教育的成效， 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修路仅仅是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中的一个缩影。下一步，该社
区从点滴小事改变， 解决真问题， 利用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项目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让群众有看得见的收获。

共享中药房 服务送到家

针对基层群众看病拿药难

题， 明光市整合优化中医药资

源，搭建智慧化服务平台，实现

线上开方、送药上门———

■ 本报记者 钱定果 文/图

中医以其 “简便验廉” 的特点，深
受广大群众欢迎。 然而，由于基层中医
人才匮乏 ， 群众看病 、 拿药的问题凸
显 。 明光市以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为
契机 ，充分发挥当地中医院龙头作用 ，
整合乡镇卫生院中医药资源 ，建立 “共
享智慧中药房 ”，通过统一采购 、管理 、
调剂 、配送 ，实现线上开方 、送药上门
的服务目标。

“共享中药房”的“智医”“智药”功能
还为基层中医提供了线上咨询、审方、会
诊的便利，有效提升医技水平，也为明光
市下一步培养和扩大中医专业人才队伍
打下了基础。

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前不久， 家在明光市石坝镇的谢女
士因为有慢性胃炎，想找中医看看，用药
调理一下。 她到该镇卫生院诊疗室看病
后， 医生直接在电脑上开药方、 信息上
传。回家后不久，代煎好的汤剂就送到了
她的手中。

“我上午去镇卫生院看病，下午就收
到快递送来的药，没想到这么快。 ”谢女
士感慨道，中药送到家，省去了她来回奔
波的苦恼。

谢女士可能没想到的是， 方便快捷
的背后是明光市着力打造的共享智慧中
药房，替她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难题。

在明光市广大乡村地区， 群众对于
中医针灸、推拿、汤剂的需求高。然而，由
于专业中医师较为缺乏且分布不均，病
患看病、理疗、抓药面临瓶颈问题。 按照
过去的流程，看病、开方、抓药、煎药需要
一段时间，这对于偏远乡村的群众而言，
增添了诸多不便。

如何实现便捷看病、送药上门？明光
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树忠告诉记者， 让老
百姓看中医“少跑腿”，就要借助智慧化
手段，让大数据“多跑路”，而这就需要一

个中医药大数据库。
2019 年，明光市启动基层中医药适

宜技术推广暨“银针行动”工作，将中医
药向基层化、智能化方向发展。随着中医
药技术逐渐深入到各个乡村， 实现信息
积累， 基层群众的中医药服务需求得以
梳理。 在此基础上，2020 年 5 月，由明光
市中医院公开招标， 遴选中药饮片及互
联网服务供应商， 正式启动该市一体化
共享智慧中药房项目， 并于当年 7 月初
投入运行。

共享智慧中药房整合 17 个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室零散
的中药房， 中药饮片由明光市中医院统
一采购、管理。 总而言之，“共享”的概念
就是在线下建立一个高效科学的大药
房，线上打开端口，方便群众看病、医生
开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实现中医
药饮片同质化管理。

在线开处方 送药“一日达”

“嘀嘀嘀”，在明光市中医院共享智
慧中药房的发药窗口内， 一张张中药单
据被打印出来， 打包好的中药正在等待
邮局快递人员前来拿取。 记者透过窗口
看到，多位中医师正在秤量、调配中药，
整个药房内整洁有序， 跟过去印象里的
开放式药房完全不同。

“我们开设共享智慧中药房后，在药
品采购、管理、调配、煎制等方面更加专
业。 ” 明光市中医院郭玉林院长告诉记
者，医院可以根据临床需求，同一种中药
饮片同时采购 4 种不同质量品规， 即统
装饮片、选装饮片、小包装饮片和可溯源
道地饮片，供临床医师和病人选择。中药
一个“窗口”进出，其好处在于信息可追
溯、质量可追溯，从源头上把好关。

“赤芍、北沙参、三棱、地黄……”记
者现场看到了给谢女士开出的电子处
方。每天，共享智慧中药房都会在线收到
各乡镇发来的中药处方，然后开展配药、
煎制、发货工作。 药房统一后，在配发货

之前增加了验方审核环节， 此举也重新
梳理了看病、拿药的整个流程。

“共享中药房成立了一体化的调剂
和煎药中心 ，提供调配 、复核 、浸泡 、煎
煮、灌装全程信息追溯，即乡镇卫生院医
师、村医通过线上开具中药饮片处方，填
写好患者的详细信息后， 由药房合理用
药软件进行评估、 筛选， 不合格处方退
回，合格处方通过网络系统传送到药房，
再由中药师调配，煎药中心煎制，邮政快
递免费送药上门。 ”郭玉林说，中医院医
师也会对处方进行复核， 确保用药安全
合理。

“我们保证送药时间，即上午开具的
中药饮片处方， 下午中药汤剂就可送达
患者手中；下午开具的中药饮片处方，次
日上午即可送达。 ”据明光市共享智慧中
药房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不仅快递服
务扩大了覆盖半径， 中药煎煮也实现了
机械化操作，大大提高了中药配送效率。
如今，包括谢女士在内的明光 17 个乡镇
群众， 都可以享受到中药服务上门的便
利了。

截至目前， 明光市基层医疗机构已
通过共享智慧中药房开具中药饮片
2029 张，代煎代配药 12280 剂。

问诊智慧化 线上练“内功”

轻点鼠标， 古色古香的中医智能诊
疗系统界面出现在记者眼前，胃痛、哮喘
缓解、不寐、虚劳、慢性胃炎……在龚殿
林医生的电脑里， 每位患者的处方注明
了适应症、药方单剂价格。他随机点开一
位患者的处方，每味药的规格、数量、单
位都标识清楚。 “处方开好后，诊疗系统
界面会实时显示出上传、 执行、 缴费进
度， 包括患者的代煎、 代配要求都能看
到。 ”龚殿林说。

龚殿林是明光市中医院石坝镇分院
的一位全科医生。他坦言，过去给病人看
病、开方“一肩挑”，不仅劳心劳神，还会
担心下药的分寸是否适度。 共享智慧中

药房“上线”后，不仅解决了“药”的问题，
还添加了“医”的功能，助力乡镇医生做
好诊疗工作。

张树忠告诉记者， 共享智慧中药房
的“医”指的是智慧辅助诊疗平台，主要
是医生结合系统对望、闻、问、切等相关
中医诊断症候的提示、引导，得出中医诊
断，并直接开具处方或者调用经方、验方
及明光市中医院嵌入的协定处方。 “系统
推荐适宜的方剂， 同时还可推荐中医适
宜技术人体穴位模型， 引导中医人员选
用正确的适宜技术进行辅助治疗。 ”在张
树忠的描绘下， 辅助诊疗就像在线聘请
一位中医专家， 实时为乡镇医生、 村医
“把把关”“号号脉”。

“遇到疑难杂症，我们可以在线咨询
明光市中医院专家，并请他们通过音频、
视频为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 龚殿林坦
言，诊疗平台上线后，身边如同多了一位
老师， 在平台里还可以调阅历代名医经
典医案，对提升临床诊疗水平大有裨益。

线上有了“智医”，线下仍需助力，明
光市借助共享中药房的智慧化优势，在
“专”字上作文章。

记者在明光市石坝镇、涧溪镇卫生
院内看到 ，中医院 、镇分院专家团队的
简介以及专家坐诊时间张贴在院内醒
目位置 。 “内二科 、普外科 、针灸推拿
科 ， 每位专家擅长的医技直接下沉到
乡镇开展服务 。 ”郭玉林说 ，明光市中
医院将各领域的专家向基层有效延
伸。 在开展服务的同时，对乡镇卫生院
医师 、村医进行业务指导 ，不断提升他
们的综合诊疗能力。

“我们正在和安徽中医药大学开展
合作，选拔一批非中医类别的医师，参加
为期 2 年的西学中培训。 此举旨在为明
光市培育一批基层急需的中医人才，缓
解人才短缺问题。 ”张树忠告诉记者。

日 前 ，
肥西县紫蓬

山管委会社

区干部来到

群 众 家 中 ，
宣传疫情防

控 知 识 ，提
高群众自我

防 护 意 识 ，
自觉维护环

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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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员 岳瑾

本 报 记 者

许蓓蓓 摄

近日，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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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 爱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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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娅莉 摄

题图：5 月 24 日，明光市中医院医师
正在共享智慧中药房调配中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