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采访上海医疗专家来南安
“组团帮带”，记者看到最多、感受最
深的是南安医生、患者发自内心的笑
容。而一个个笑容背后，是满满的获
得感。

这样的获得感从何而来？源自
新的医疗学科共建模式落地南安仅1
个多月便可见明显成效，源自南安医
者在上海医疗专家多形式“组团帮
带”下学有所获，源自优质的医疗服
务让市民“病有良医”。

近些年来，南安社会经济取得长

足发展，但长期积累的医疗卫生人才
不足、现代化管理水平不高等医疗

“短板”亟待补齐。为此，南安致力于
为民办实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创建南安市区域内紧密型医共
体，整合、优化卫生医疗资源，践行“大
病不出县、小病就近看、无病共同防”
的就医理念，并在全国首创“学科带
头人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专家组
团式帮带”医疗学科共建模式，这是
南安谋求医疗水平提升的重要举措。

技术与人才通过学科共建一并

送到了南安。
短短一个多月，上海医疗专家

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提升南安本地人
才专业技术、医疗服务和管理能力，
为南安市民在家门口提供优质医疗
服务，切实提升南安医疗水平与服
务能力。

出实招，办实事，见实效。我们
期待更多类似的实事项目在南安落
地开花，让民生阳光照耀武荣大地，
让更多笑容挂在群众脸上，更多温暖
留在百姓心里。

出实招 办实事 见实效记 者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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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今年“五一”假期民众旅游探
亲需求强劲复苏、集中释放，机票、门票、酒店等
预订量已显著超过2019年同期，全国客流量将
达2.5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将出现假日出行高
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26日发出交通安全预
警提示。

公安部研判，自驾出行风险突出。热门旅
游城市、重点景区道路交通压力倍增，路况相对
陌生导致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截至今年3月底，
全国私家车保有量已达 2.29亿辆，假期中长途
自驾出行大幅增多，风险突出，近3年“五一”假
期较大事故中私家车肇事占比接近六成。节日
期间首日、倒数第二天和尾日为出行高峰，驾驶
人易出现违法超车、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事故
风险增大；近年“五一”假期夜间事故突出，19
时至 21时有人员死亡事故集中，18时至 20时
较大事故约占20%。

今年“五一”主干路网流量风险加大，其中
高速拥堵程度预计同比增长超 10%；客货运输
旺盛需求，意外风险上升；酒驾醉驾、超员超速、
违法会车、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易发多发；
春夏季节转换，驾驶人疲劳驾驶风险加大。另
据预报，4月 26日至 5月 5日，南方地区多降水
天气，可能给假期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公安部提醒广大驾驶人和假日出行群
众：自驾出行应关注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发布
的交通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提前安排
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切勿疲劳驾驶，杜绝酒后
驾驶、无证驾驶。乘坐客车时，要全程系好安
全带，切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的非法
营运客车。驾车经过农村道路，遇急弯陡坡、
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要减速慢行，注意观
察道路两侧情况，遇紧急情况及时采取措
施。遇到交通拥堵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避免
争道抢行诱发剐蹭事故，堵塞“生命通道”。
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要将车辆靠边停
放并摆放警告标志，车上人员迅速撤离并拨
打报警电话救援求助。

本报讯（通讯员 王毅滢 记者 黄睿超）
昨日，记者从南安市统计局获悉，2021年 1—3
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22.58亿元，同比下降
1.0%；比 2019年 1—3月增长 51.4%，两年平均
增长 23.0%。其中，住宅投资 16.69亿元，下降
11.6%。

1—3月，南安市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
面积770.6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5%。其中，
住宅施工面积 476.6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8.2%。房屋新开工面积 18.20 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1.15倍。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16.93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1.44倍。

■本报记者 苏明明

连日来，南安全市上下掀起党史
学习热潮，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和
群众心里。

26日上午，霞美镇西山小学礼堂
里一场特殊的联合会演正在举行。

“锵锵锵……”在一阵铿锵有力
的铜锣声中，霞美镇“夕阳红”讲师团
4名团员带着铜锣、金钱鼓、木鱼等道
具上台，默契地表演了起来。“我们 4
个走上台，党的历史说起来，中共建
党一百载，真光彩……”他们为西山
小学的学生们带来闽南语三句半《奋
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抑扬顿挫、
通俗易懂的宣讲，牢牢吸引了学生们
的关注。

表演结束后，台下的学生直呼“不
过瘾，再来一遍”。应学生要求，4名团

员刚下台，就再一次登台表演。
随后，西山小学 3名学生上台，带

来顺口溜《红领巾心向共产党》，“红领
巾，心向党，时刻准备报效党！时刻准
备报效党！”最后一句口号响彻全场。

“此次会演中的闽南语三句半、
顺口溜，都是我们自己编的。”“夕阳
红”讲师团成员何建星表示，早在去
年年底，霞美镇党委政府就将这一重
任交托给讲师团。讲师团成员耗费
半年时间，查阅了大量史料，编写成
一本宣传册。

宣传册以庆祝建党百年诞辰、回
顾百年征程、歌颂伟大成就为主题，将
百年奋斗历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事件
串联，组织编写成“十讲百句千字党
史”闽南语顺口溜，题材脉络清晰、鲜
活生动、朗朗上口、通俗易记，已成为
当地党员干部群众独特的“口头”文
化。此外，讲师团还结合霞美本地特

色，编写党史“念四句”、“三句半”、纪
念建党 100 周年诗歌童谣等累计 22
篇、字数将近1万。

经过认真排练，“夕阳红”讲师团
启动了进村入户的宣讲。“党员干部要
学习，群众也要学习，学生更要学习。”
何建星表示，他们已经排好行程，下一
站将走进柳南中学宣讲。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全市“花样”
真不少。

在水头镇，作为泉州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
人，今年 77岁的老党员杨民兴精心创
作了百余幅剪纸作品。这些作品主题
明确，内容丰富，从不同角度讴歌党领
导人民求解放谋幸福、决胜脱贫攻坚、

开创民族复兴的丰功伟绩，祝福祖国
山河壮丽、国泰民安。“在创作过程中，
我重温历史，重新感受革命精神，提醒
自己不忘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杨民
兴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丰富了党史
学习教育形式。

在英都，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镇乡
村讲师团成员廖榕光开设讲坛，以讲
古的形式，结合英都党史从“黎明前的
星星之火”“革命志士集结南英”“雄碑
见证峥嵘岁月”三方面，讲述了西峰支
部、溪南支部、英都区工委的建立，解
放英都、三次反围剿和东田区反击战
的党史故事，用翔实的史料、立体的视
角及身边的事例回顾了英都镇革命老
区的光辉历程。

三句半、顺口溜、剪纸、讲古……

南安市多形式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第一季度

南安房地产开发投资22.58亿

“五一”全国2.5亿人次将出行

公安部发出“安全锦囊”

■本报记者 陈亮亮
通 讯 员 陈鑫炜 庄铭

黄琨辉 文/图

“听朋友说上海专家又过来坐诊，
特地提前挂了号。”“之前就来看过，今
天过来复查一下。”“早前去外地就诊
过，没有好转，想听听上海专家给的治
疗方案。”25日上午，在南安市医院上
海专家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
绝。这是上海医疗专家来南安开展共
建帮扶的一幕。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健康需求，积
极推动校地合作，南安在全国首创“学
科带头人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专
家组团式帮带”医疗学科共建模式，充
分利用上海医疗资源赋能南安市有关
医院重点学科提升建设工作。3月 12
日，南安市重点医疗学科共建帮扶正
式启动，首批 13名上海医疗专家到南
安市医院骨科、神经外科以及南安市
中医院妇产科等 3个重点共建学科开
展帮扶。

一个多月来，上海医疗专家每周
3天在南安坐诊，通过开展手术带教、
教学查房、学术讲座、开设专家门诊
等方式，为南安市民提供优质医疗服
务，帮带南安一批医疗骨干，助力提
升南安医疗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已
接待门诊近 400人次，开展高质量手
术61台。

赋能重点学科发展
共建学科：“突破南安多个首例”

“61”，这是3月13日至今，上海医
疗专家带领南安医疗团队开展的手术
台数。

这个数字背后，都是一台高质量
的手术，一次医疗技术的提升，一个得
到良好治疗的病例。

4月 17日上午，市民陈女士在南
安市中医院接受了宫腔镜下瘢痕憩
室切开手术。此前，陈女士因剖宫产
手术后出现 7 年多经期延长到 14 天
至 20天的症状，多次就诊治疗，病情
没有任何好转，后就诊于南安市中医
院妇科，确诊为子宫疤痕憩室，并由
上海医疗专家陈旭带领南安市中医
院医疗团队为其进行手术治疗，术后
第 2天即恢复正常进食和下床活动，
术后 2 天便痊愈出院了。记者了解
到，这台宫腔镜下瘢痕憩室切开手术
为南安市首例。

而这个“南安首例”并不是个例。
神经外科、脊柱外科通过MDT合作完
成“腰椎管内肿物切除+L4/5、L5/S1椎
间融合椎弓根钉内固定术”手术，神经

外科完成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三叉神
经微血管减压术，骨科完成左侧膝关
节单髁置换术，妇产科完成子宫黏膜
下肌瘤电切术……在上海医疗专家的
带领下，多个“首例”在南安落地开花。

每一次突破，都带动了专业技术
水平的快速提升，促进了相关重点学
科的发展。

“每一台手术，上海医疗专家带来
的不仅是医疗技术。”在南安市医院骨
科主任傅天水看来，作为省重点专科，
南安市医院骨科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
于提升临床救治能力、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此次上海医疗团队“组团帮扶”
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表示，南安医
疗团队在与上海医疗专家团的紧密协
作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了科室亚专科
发展，提升了技术服务能力。

南安市中医院妇产科主任黄晓清
认为，上海医疗专家将积累的手术技
巧和先进理念与妇产科团队进行探
讨、交流，起到了学、传、帮、扶作用。
其中，规范化流程进一步提升了规范
化诊疗水平，大大提高科室管理水平，
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推向新起点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助力本地人才“造血”
跟学医生：“全流程学习，收获良多”

“哪里疼？”“CT胶片我看一下。”
“这个手术方案可以”……24日上午，
在南安市医院神经外科病房内，上海
医疗专家蒋盛旦认真听取病案汇报
后，对患者进行了检查，根据患者的临
床病例特点、检查结果及体格检查，综

合分析了患者疾病，一旁跟随的查房
医生认真学习并记录下诊疗思路和治
疗要点。

这样的教学查房场景，在骨科、神
经外科、妇产科等3个重点专科病房内
屡见不鲜。

“除了手术带教之外，上海医疗专
家还通过教学查房传授危重及疑难病
例等的诊治经验，通过学术讲座传授
新经验、新信息以及国内外的新观念
和新进展，通过座谈指导如何进行诊
疗经验总结及进行课题研究等。”南安
市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黄佳勇告诉记
者，学科共建实施后，整个科室学习氛
围浓厚，医务人员经常加班加点学习
精进业务能力，专业技术水平有了明
显提升。

（下转3版）

上海医疗专家来南安“组团帮带”一个多月——

医者学有所获 患者病有良医
本报讯（记者 苏明明） 26日，在收听收

看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省、泉州市政府
廉政工作会议后，南安随即召开廉政工作会议，
部署全市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工作。

南安市市长张桂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政
府系统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政治责任，
扎实推进正风肃纪反腐，行政效能、服务水平和
执行力、落实力不断提升，政务环境持续优化，
廉政建设成绩可圈可点。

张桂森强调，要坚持不懈推进政治建设，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确保做到政令畅通、工作落实、纪律严
明，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落实到政府工作各
领域、全过程；要久久为功优化营商环境，围绕

“民营经济年”“营商环境年”标准，紧扣提速提
效、一诺千金、“一龙治水”总要求，持续提升办
文办会、行政审批、综合执法等业务水平；要标
本兼治规范权力运行，强化政府资金、政府性投
资项目、国资国企、农村“小微权力”等重点领域
监管，确保将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要持
之以恒抓好作风整治，充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和“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通过流程再
造、环节精简、时间提速等方式进一步优化行政
服务；要率先垂范守好廉洁底线，不断加强“简
约生活”思想引领，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着力打
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市领导李岩华、薛建明、王端峰、黄育奇、陈
巧英、陈江虹参加会议。

南安市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

上海医疗专家正在带领南安中医院妇产科医疗团队开展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