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邹瑞成 罗亮红）
近日， 笔者从邵阳市新邵县召开的 2017
年百岁健康老人 “金杯奖” 暨老年保健
协会工作会上获悉， 谢茶香、 罗松如两
位百岁老人被授予健康老人 “金杯奖”。

近年来， 新邵县关心关爱老年健
康， 成立老年人保健协会， 保障老龄工
作经费， 经常组织老年人开展健身运
动、 书画活动等， 呵护老年人健康。 目
前， 全县拥有百岁老人 35 人。

04 健康·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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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杨梅） 儿童保健问诊、 名老
中医义诊 、 职业病防治咨询 、
免费发放爱心体检卡、 健康公
益讲座……4 月 27 日， 长沙市
雨花区洞井街道中建嘉和城健
康广场人声鼎沸 ， 热闹非凡 。
400 余名受邀参加活动的流动
人口高高兴兴地逛了一回健康
大集。 当日， 由湖南省卫计委
等单位主办的 “新市民健康城
市行———2017 长沙在行动” 启
动仪式在此举办， 活动主题为
“关注流动人口健康 ， 人人参
与共建共享 ”。 厦门市卫计委

向长沙市卫计委传递 “新市民健
康城市行” 旗帜。

本次活动是全国 “新市民健
康城市行 ” 活动重要组成部门 ，
活动目的是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地位， 把流动人口纳入
“健康中国” 发展体系。 通过扩大
宣传、 营造氛围， 推动新市民健
康政策落地， 让健康覆盖所有人
群， 使广大新市民共享发展成果。

湖南省卫计委副主任易露茜表
示， 2017 年， 湖南省将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 “新市民健康城市行一一
健康促进宣传周” 接力活动， 重点
宣传职业病防护、 基本公共卫计服

务和健康生活知识， 在流动人口群
体中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
提高流动人口健康水平， 促进流
动人口家庭幸福、 社会和谐。

据悉， 拥有 160 余万流动人
口的长沙市将 2017 年确定为 “新
市民健康促进活动年”， 全市各区
（县）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举行不
同形式的健康讲座和宣传活动 ，
将健康知识送进社区、 企业、 学
校、 市场和流动人口聚居地。 今
年长沙市将在 9 区县开展健康联
欢、 健康协作、 新市民健康生活
方式宣传、 艾滋病防治宣传等 8
类服务宣传活动。

“新市民健康城市行”长沙启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张静文 李
欣钰 ） “现在不用特意赶去省
城就能看上专家号， 真方便。”
4 月 23 日， 在株洲醴陵市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儿科门
诊 ， 20 多名慕名而来的患者 ，
正在排队侯诊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的名医张涤教授。

2016 年 6 月， 醴陵市启动
“湘雅乡情” 分散型医联体， 利
用 “乡情” 资源， 与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联合开展 “湘雅乡情”
活动， 助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湘雅医院醴陵籍专家们与湖南
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 醴陵
市中医医院及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建立长
期合作， 开展专家坐诊 、 人才
培训、 科研项目合作、 远程诊
疗和紧急会诊等活动。

以 “乡情 ” 始发 ， 朋友圈
不断扩大， 来醴陵的专家资源
扩增到省级多家医院、 多个专
科。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的名医熊继柏教授来醴陵
坐诊、 讲学； 张涤教授在醴陵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设
立工作室；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中医研究所等医院与醴陵
市建立了合作联系。

与此同时， 株洲市中心医
院与醴陵市中医院 、 株洲市人
民医院与醴陵市白兔潭镇中心
卫生院、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
东医院与醴陵市泗汾镇中心卫
生院、 醴陵市中医院与茶山镇
神福港卫生院等分散型医联体
建设稳步推进。 自开展分级诊
疗及双向转诊工作以来， 医联
体医院之间全年上转病人 8678
人次 ， 下转病人 852 人次 ， 有
效地缓解了群众 “看病难、 看
病贵” 问题。

醴陵市医联体
助推分级诊疗

������4 月 22 日， 衡阳市衡阳县 50 名卫计志愿服务队员来到该
县井头镇云六村， 开展送政策、 送健康、 送服务“三下乡” 活
动， 该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院志愿者们现场为群众义诊、 B 超
检查、 免费发放常用药品， 并针对群众关心的健康生活、 疾病
防控、 妇女儿童健康等问题进行科学解答。 图为活动现场。

通讯员 杨勍 摄影报道

“三下乡”送健康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亚非） 4 月 25
日， 怀化市召开会议部署全市计生家
庭发展重点工作， 要求通过落实奖励
扶助、 关怀重点人群等措施， 加大对
计生家庭帮扶力度。

据介绍， 2016 年， 该市坚持综合
运用政策导向， 开展人文关怀， 优化
公共服务， 着力提高计划生育家庭发
展能力 ， 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 ，
取得较好成效 。 全市奖励扶助 40619
人， 发放农村扶助金 3899 万元； 扶助
计生特别家庭对象 3090 人， 发放扶助
金 2670 万元； 奖励城镇独生子女父母
7.14 万人， 发放奖励金 1.2 亿元。

怀化市：
部署计生家庭发展重点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志东 伍艳琦）
近日，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的
朱光华将一面写有 “抢救产妇捐热血，
军民鱼水献爱心” 的锦旗送到该县武警
中队战士手中， 感谢武警官兵无偿为他
妻子献血， 使其得到了及时救治。

4 月 18 日晚 22 时左右， 朱光华的
妻子唐新英在江华县人民医院生产过
程中因前置胎盘术后大出血， 生命垂
危， 需要立即行子宫全切术， 手术需
要大量输血， 然而血库急需的 O 型血
不够。 医院向邻近的县武警中队打去
了求助电话， 武警中队接到求助电话
后 ， 紧急派 4 名武警战士赶往医院 。
通过检验， 庞海洋、 刘树坤两名武警
战士是 O 型血， 共献血 800 毫升。 目
前， 唐新英已成功完成手术， 与她的
孩子脱离了危险。

永州市江华县：
武警官兵献血救产妇

������本报讯 （通讯员 郑秋娥） 近年来，
怀化市沅陵县建立健全计生利益导向机
制， 县、 乡两级财政加大投入， 为 2.4
万户计生户购买保险。

该县为 642 名计生特扶家庭成员按
每人 150 元的标准购买团体意外伤害保
险， 为 24151 户独生子女户、 计生两女
户、 计生手术并发症家庭按每户 30 元
的标准购买家意险， 共计财政投入资金
82 万余元，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加女
性团体安康保险等， 全县共投保 56157
人， 共计投保金额 89 万余元， 为计生
户撑起 “保护伞”。

怀化市沅陵县：
为 2.4 万户计生户购买保险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书乐 肖
伟） “这两天他们就要来我家
里了。” 近日， 年近 70 岁的株
洲市石峰区果园社区居民程大
爷在家里忙不停地搞卫生。 程
大爷口中的 “他们”， 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和志愿者们；
每个月第一天， 是石峰区党员
活动日， 这一天里， 许多有困
难的计生家庭里， 都会有上门
的义务诊疗、 用药指导、 政策
解答和针对个体需求的 “给您
帮忙” 等服务， 这是石峰区卫
计部门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计生家庭提供贴心服务的一
个缩影。

目前 ， 石峰区共有特 别
扶助对象 448 人 。 该区卫计
系统以街道卫计办 、 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作为连接点 ， 对

特扶家庭开展分类心理疏导 ，
通过电话问询 、 填写服务日
志 、 在特别日子进行帮扶和
慰问等方式 ， 鼓励社区工作
人员和周边热心群众经常上
门服务 。 对有再生育意愿的
计生特殊家庭 ， 则会免费提
供优生健康检查 、 助孕等服
务。 对于计生特困家庭， 有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团
队， 带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
议书和各种体检用的医疗设
备， 走进他们家庭， 进行健康
检查并与其签订服务协议。 在
健康档案、 健康教育、 儿童保
健 、 健康体检等方面 ， 该中
心为计生特困家庭提供免费
优质服务 ， 在就医和转诊上
为他们开辟绿色通道 ， 全免
挂号费和诊疗费。

贴心服务特扶家庭

邵阳市新邵县：
两位百岁健康老人获金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