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运喜 ) 8 月
11 日 ， 47 名农村妇女和下岗妇女
在邵阳医专西湖校区参加了高级月
嫂免费培训班结业考试， 成为该市
第二期经巾帼家政服务培训合格的
月嫂。

她们接受从 7 月 13 日正式开班，
至 8 月 9 日结束， 共 28 天 200 课时。
培训的内容包括理论学习和见习实
习， 主要为产妇护理、 婴幼儿护理、
保健教育、 催乳、 新生儿护理等一系
列技能知识和实际操作训练。 培训师
资主要来自邵阳医专附属医院。 经培
训合格后， 她们可参加市人社局组织
的母婴护理师或育婴师考试， 持证上
岗。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晓晓) 近日， 祁东县卫
生局给南华大学 4 名临床专业应届毕业本科生
开出到该县白地市、 归阳镇中心卫生院工作的
《通知书》。

通知规定医疗卫生单位每年要有计划、 有
组织、 有针对性的强化卫技人员自身素质的提
高， 分期、 分批安排医护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
学习， 参加 3-6 个月短期或 6-12 个月中期业务
培训班。 今年年初以来， 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
医院、 县妇幼保健院均选派人员到省级医院培
训。 该局决定在 5 年内， 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医
护人员轮训一次， 并为全县各医疗卫生单位培
养 200 名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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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文） 8 月 5 日， 廖柱若老人的
亲属到株洲市芦淞区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
探望她， 看到中心医务人员把老人照顾得清清
爽爽， 其亲属高兴地说， 这儿照料得非常好，
费用也不高， 省了家属的后顾之忧。

该中心是一家集社区医疗、 社区养老为一
体的政府办非营利性专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在株洲市率先实行 “医、 养、 康、 护” 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制。 它提供日常生活护理、 老年慢
性病康复、 医疗保健等系列服务。 设有温馨夫
妻套间、 双人间、 三人间等养老公寓， 配备了
空调、 热水器、 坐便椅、 防滑垫等基础设施。
开通了网络电视， 设有棋牌室、 书画室、 阅览
室为托养老人提供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海莉 胡国才） “天气
这么热， 我都怕出门， 拖了好久的腰腿疼， 搭
伴你们下乡扎银针给治好了。” 8 月 10 日， 在
怀化市新晃中医医院中医药服务 “进乡村、 进
社区、 进家庭” 活动现场洞坪乡大坪村， 70
岁的徐奶奶拉着该院医生的手， 连声感谢。

当日， 在大坪村 “三进” 活动中， 接诊群
众 177 人次， 开展针灸理疗、 拨罐 31 人次，
发放健康知识传单 200 余份， 并为大坪村村民
进行了中医药健康知识讲座。

今年该院抽调精干医务人员组成 “三进”
活动小组， 在全县逐村逐社区上门开展中医药
医疗服务， 普及中医知识， 每周一三五下乡入
村， 今年以来， 已下乡入户 70 多次。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
讯员 周文奕） 8 月 14 日 ，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
科、 健康教育科联合举办青
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活动。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 该
院每年接诊未婚人流者 2000
余例， 其中不乏多次人流及
未成年女性。 据统计， 我国
不孕不育女性中， 有 60%有
人流经历， 专家呼吁年轻女
性重视青春期自我保护及生
殖保健。

据悉， 该院于 2011 年
始参与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
周期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项
目， 在项目实施的 4 年时间
里， 已为 4000 多名青少年
提供了健康咨询、 宣教以及
门诊服务。 从门诊就诊的原
因来看， 排前五位的分别是
月经异常、 意外妊娠、 青春
期心理、 性传播疾病、 生长
发育等问题。

该院妇保科主任吴颖岚
介绍， 在接诊的青少年患者
中， 大部分都不了解如何在
青春期进行生殖保健， 家长
忽视相关教育又 “助长” 了
青春期孩子生殖健康问题的
发生。 吴颖岚说， 她曾接诊
一位 16岁的女生， 初潮 2年
后月经突然不来了， 妈妈认
为孩子还小， 未予重视， 至
今年 7 月闭经一年， 才到医
院检查， 发现是因为垂体上
长了小肿瘤， 不得不进行手
术治疗。

��������目前正值血源淡季， 8月 14日， 长沙血液中心无偿献血车驶入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该委 55余名机关干部职工在此集中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 献血总量达 17900毫升。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詹鸣
（左） 带头参与献血， 同时呼吁更多社会团体及爱心人士能积极参与
无偿献血。 记者王璐 通讯员尹澎摄影报道

专家呼吁： 重视青春期女性保健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干部职工踊跃献血

�������本报讯 （记者 段涵敏） 9
月 1 日起， 湖南医生将迎来执
业地点的 “松绑”。 他们不再
拘于一个供职医院， 可以在多
个医疗机构执业。 我们也许在
家门口就能看到名医了。

8 月 12 日 ， 《湖南省医
师多点执业实施办法 》 （试
行 ） （简称 《办法 》 ） 出台 ，
符合条件的临床、 口腔和中医
类别执业医师 （不含执业助理
医师）， 通过相关报备手续备
案后， 可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
2 个 （含） 以上医疗机构依法
定期开展诊疗活动， 其执业资
格将予以政策保护。

手续简化：
医生名正言顺“走穴”
根据新政， 医师多点执业

履行向第一执业医院书面知情
报备手续。 也就是说， 公立大
医院医生想要多点执业， 只需
要向供职医院 “打个招呼” 就
好。 同时，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仅对多点执业医师的流向进行

统计与了解， 不对其多点执业
进行许可审批。

新政对多点执业的医师资
质要求也较为宽松。 在乡镇卫
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村
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
多点执业的医师， 须具有医师
（含）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 从事同一专业工作满 5
年； 在上述类别以外的医疗机
构开展多点执业的医师， 须具
有主治医师 （含） 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

责任明确：
医疗纠纷由当事机构负责

《办法》 明确： 医师多点
执业过程中发生医疗损害或纠
纷， 应当由发生医疗损害或纠
纷的当事医疗机构和执业医
师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处理 ，
其他非当事医疗机构均不承
担相关的医疗损害或纠纷处
理责任， 医师个人购买的医疗
执业保险适用于任意执业地点
医疗机构。

医师考核：
多点执业表现均纳入
《办法》 要求， 每一个执业

地点医疗机构都要拟定医师多
点执业管理办法， 第一执业地
点医疗机构需确保医师权利，
合理规定医师岗位职责， 不因
医师多点执业而影响其职称晋
级、 学术地位等。

多点执业医师在各执业地
点的表现均作为医师执业考核
的依据， 且第一执业地点医疗
机构负责综合其他执业地点的
考核意见。

签订合同：
薪酬与工作时间挂钩
按照新政， 无论是与第一

执业地点还是多点执业地点，
医生都应该与医院签订协议，
约定执业期限、 时间安排、 工
作任务、 医疗责任、 薪酬、 相
关保险等， 薪酬与工作时间挂
钩， 原则上医师在每一多点执
业医疗机构执业时间每年不得
少于 45 天。

湖南医师 9月起可多点执业

临床研究验证，不打针，不吃药，绿色安
全的神康生物电共振治疗仪对治疗尿酸高引
起的痛风疼痛疗效尤其显著， 此治疗仪由北
京神康康复医院董事长，生物电医学奠基人，
北京大学副教授王玉玲博士研发的。 北京神
康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5 月份进驻湖南， 为让
这一技术惠及更多患者，让更多医院、诊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尽快了解掌握这一新型医
疗器械产品， 我办事处定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举办生物电共振治疗仪标准培训班， 特邀
北京大学副教授， 生物电医学奠基人王玉玲
博士前来主讲，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培训时间和地点
培训时间： 2015 年 8 月 27 日
培训地点：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路与朝

辉路交汇处绿之韵盛悦酒店

二、 培训内容
(一) 生物电医学基础理论
(二) 痛风、 疼痛的原理及治疗方法
(三) 生物电共振治疗仪临床适用范围，

操作使用， 疗效分析等。
三、 培训对象
各大医疗机构， 诊所， 社区卫生中心，

康复机构等医务人员。
四、 联系方式
13078687888�����18570660304

������因名额有限 ， 请参加培训人员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前与我办事处联系确认。

活动主办单位： 北京神康康复医院 北
京神康医用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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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在湖南举办首个大型培训班
告别痛风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