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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塘下善缘爱心慈善义工服务队义工联合八

水村爱心人士，到塘下敬老院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

老人打扫卫生、理发、洗脚，并为老人送上营养食品。

来自意大利都灵中意妇女联谊会的周圆女士回

国后听说有这样的活动，马上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

一起参加。她说：“我们四姐妹早年旅居意大利，这

次回国和大家一起做公益活动，觉得很有意义很开

心。” （记者 陈立波）

爱心人士慰问
敬老院老人

本报讯（实习生 陈异俗 记者 黄国夫）日前，塘

下镇综治办联合塘下司法分局、禁毒办，为辖区内社

区矫正、戒毒、康复重点人员做修心教育讲座。当地

120名社区重点人员参加。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李康梦围绕“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做有道德品行的人”主题，向听众普及传统文化

知识，讲解心理健康知识及负面情绪的危害和消除方

法，并针对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给予指导、帮助。

据悉，此次活动是塘下镇政府为社区重点人员

量身定制的精准化改造实施方案之一，旨在提高禁

毒、矫正质量。下一步，该镇将严格按照修心教育活

动方案，进一步夯实社区重点人员的教育管理，通过

开展多层次、多方位教育活动，努力让社区重点人员

早日回归社会。

修心教育讲座
走进塘下

本报讯（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许正

智）吃中药最麻烦的就是煎药，送给医

院代煎，病员往往得等上几个小时，或

者第二天要再跑一趟医院。

记者昨日从我市卫生计生部门了

解到，目前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妇幼

保健院等多家医院开展中医汤剂快递

服务，患者可以像在家中等快递一样，

坐等医院工作人员将煎制好的中药免

费快递上门。

昨日上午，市民张先生在市中医院

中医内科开好中药处方，付了钱，在中

药取药窗口留下自己的地址和联系方

式就走了。他说，以前看病是上午开好

药，最快到下午才能拿到代煎的中药，

一天要跑两趟，“现在开好药就可以走

了，第二天在家里等着收快递就行，太

方便了。”

记者了解到，市中医院中药代煎快

递服务从 2017 年开始，就诊的市民不

再需要自己煎药，也不必排队取药，只

需在中药房窗口留下地址和联系方式，

就可以回家等着“收货”。

据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出

这项服务前，医院曾向多名患者开展问

卷调查，有超过半数的患者表示需要代

煎配送服务，特别是住得比较远的患

者，当天很难抽出时间再次到医院取

药。

为确保代煎中药安全准确地送达

患者的手中，市中医院与快递公司合

作，使用专用液体保温箱乘装汤剂，最

大程度保障代煎中药的品质。大部分

地区可做到“次日达”，个别特别偏远的

地方可能要顺延。

记者了解到，除了市中医院，市人

民医院、妇幼保健院都已陆续推出了代

煎中药快递服务，快递费用为指定区域

范围内免费。市人民医院的免费配送

范围为瑞安市区（包括 10 个街道）和 5

个镇；市中医院免费配送范围为安阳片

区、玉海片区（东至莘阳大道，南至外

滩，西至沿江西路高架桥，北至瑞枫

线）；市妇幼保健院的免费配送范围为

瑞安全市。代煎快递服务由患者自愿

选择，如果放弃快递方式，可以自行前

往医院取药。

市卫生计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药快递服务是我市卫生系统“最多跑一

次”的创新尝试，今后各家医院还将根

据群众需求，陆续推出其他的便民服

务。

代煎中药免费快递送上门

我市多家医院服务“到家”了

本报讯（通讯员 王章钦 记者 陈

成成）打开市卫生计生局微信公众号，

点击“营商助企”专栏，就可以轻松查

看办事指南、申请件办理进度，还可以

预约服务。记者昨日获悉，市卫生计

生局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最

多跑一次”改革，在该局公众号下开设

“营商助企”专栏，不断优化提升营商

环境，畅通机关与群众、企业沟通渠

道。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搜索“raswjj”

或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

据了解，“营商助企”专栏设置了

办事指南、证件速汇、预约服务、在线

互动四大板块。在“办事指南”板块，

市卫生计生局对照《全省卫生计生系

统群众企业办事事项“八统一”指导

目 录 和 梳 理 表》，梳 理 出 65 项 事 项 ，

罗列办理基本信息、申请材料、申请

条 件 、办 结 时 限 、咨 询 途 径 、办 理 地

点、监督投诉渠道，让办事群众一目

了然。登录“证件速汇”板块，可以实

时了解申请件办理进度，只要填写个

人的相关信息，证件快递到家中。登

录“预约服务”板块，只需提交申请，

工 作 人 员 将 提 供 贴 心 的 上 门 服 务 。

进入“在线互动”板块，市卫生计生局

人员在线为办事群众答疑解惑。

整治作风顽疾
提升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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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计生局“营商助企”专栏上线

“掌上办事”让政务服务更便民

本报讯（记者 林晓）6 月 12 日上午，锦湖街道桃

源社区“两委”成员及志愿者开展“五水共治”活动，

整治沙河周边的环境卫生。

当日，桃源社区工作人员和 10多名志愿者带上

垃圾袋、钳子等工具，到河岸开展“大扫除”，清理出

许多纸巾、塑料袋、饮料瓶等垃圾。

在清理完沙河河岸绿化带内的垃圾后，志愿者

又巡查了河道，查看水质情况和沿岸排水口，并清理

河面漂浮的垃圾。

经过志愿者一个上午的努力，河道周边的生活

垃圾不见了，河道变得清洁了。

桃源社区开展
治水志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徐鹏 记者 苏盈盈）6 月 12 日上

午，曹村镇召集各村民兵连长，部署 2018 年征兵工

作，动员全镇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强化措施，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今年的新兵征集任务。同时，该镇总

结了 2017 年度征兵工作情况，表彰先进个人及单

位，并确定今年征兵初检时间为7月上旬。

该镇相关负责人围绕征兵政策、兵员结构、上级

要求，介绍了今年的征兵形势，并提出进一步提升大

学生征集比例，提升整体素质。

据悉，各村民兵连长近几天将逐户到适龄青年

家中宣传征兵法规及相关优惠政策，激发青年的参

军热情。

曹村镇部署
2018年征兵工作

高大上的辅导室
免费提供心理咨询

躺在音乐放松椅上按摩，在宣泄室

里尽情发泄内心的情绪，向心理专家咨

询⋯⋯市委党校内有一个总面积约900

平方米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免费为全市未成年人及家长开展各种形

式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这么大规模的未成年人心理辅导

中心，在温州市还是第一个。”市文明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由市委组织部、

市文明办和市委党校联合打造，设有个

辅室、团辅室、放松室、沙盘室、测评室、

宣泄区、实训室、心灵书吧、走廊休闲区

等9个功能区，配有音乐放松椅、生物反

馈仪、智能情绪运动宣泄系统、心理沙盘

等专业设施。

“建设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中心，目的

是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未

成年人良好的心理品质，构建集教育、咨

询、研究为一体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平

台。”该负责人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中心还将配备 6

名专职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老师，解

答未成年人与家长的疑惑。下一步，该

中 心 将 通 过 党 校 热 线 0577—

66862753，全年开通 24 小时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咨询热线电话，随时接受全市

未成年人及家长的咨询。

完善“81890”
开展线上咨询服务

近日，来自 81890 学生心理专线的

10位辅导老师走进瑞安市外国语学校，

给该校部分学生上了一堂心理健康课，

指导学生调节情绪、提高专注力。

像这样的心理咨询活动，每次走进

校园都深受学生好评。“在学期内，每周

都有一次心理健康课进校园活动，每一

次心理咨询专家都会根据各所学校学生

的特点提前准备课程。”市文明办相关负

责人说，接下来市文明办、市教育局等有

关单位将继续完善 81890 学生心理专

线，将其打造成一个集知识普及、心理辅

导、道德养成、素质拓展等多项功能于一

体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公益服务网络。

同时，我市还利用新媒体技术，借助

瑞安市干部心理健康促进中心服务微平

台，增设瑞安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微服

务，与线下“真实体验”相辅相成，为未成

年人搭建释放压力、倾吐心声的现代化

互动交流平台。

发动社会力量
实施全方位呵护

“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是社会问题，

需要家庭的努力和社会多角度的关注，

才能得到全方位的呵护。”市文明办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我市已在玉海街道滨江

社区等41个社区成立校外心理辅导室，

辅导室配备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

发掘社会力量向未成年人和家长提供心

理健康咨询服务。

根据辅导室的相关要求，咨询师需

主动配合社区(村)的工作安排，每半年

至少开展一次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讲座，每月至少一次定期进社区开展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建立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个人档案；帮助社区策划符

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活动项目等。

文明瑞安文明瑞安文明瑞安

建成心理辅导中心，开通81890学生心理专线，打造校外心理辅导室⋯⋯

我市全方位呵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记者 潘虹 通讯员 钟金燕

有负面情绪，可以去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中心发泄情绪，也可以向

心理专家咨询；81890学生心理专线定期组织心理专家进校园，为学

生上心理健康课⋯⋯近年来，我市以未成年人校外心理辅导站建设

为抓手，积极探索，整合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全

方位推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建设。

瑞安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瑞安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