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蔡荡 熊岚） 6 月 2 日， 长沙
“幸福家庭公益大讲坛 ” 第 45
期活动在长沙县泉塘街道开讲，
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大军开
设以 “树立良好家风、 创建幸
福家庭———如何做当代合格父
母” 为主题的专场讲座。

活动由中共长沙市委宣传
部、 市卫计委、 市文明办主办，
长沙市计生科技服务中心、 长沙
县卫计局、 泉塘街道承办， 主题
定为 “美丽长沙、 美德先行”。

据朱大军介绍 ， 目前 ， 孩
子的成长主要受三大教育环境
影响， 其中学校占 25%， 社会
占 11%， 家庭教育占 64%， 由
此 可 见 家 庭 教 育 的 重 要 性 。
“在当前， 家长教育存在不少误
区， 出现完美型、 处罚型 、 代
替型、 预防型四种父母， 或多
或少给孩子心灵造成伤害， 造
成身心健康有所欠缺， 要么打
击孩子自信心， 要么孩子害怕
承担责任 ， 要么自主能力差 ，
要么负面思维占主导，” 朱大军
以例子分析父母的四种类型 ，
“其实， 家长一定要善于学习，
言传身教， 夫妻和谐， 这样才
能成为专业型父母， 培训健康
的孩子， 从而构建幸福家庭。”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如庄） 近日，
娄底市双峰县安排专项资金 113.012
万元， 为 28305 户计生家庭购买计
生保险 。 其中为 9312 户一女领证
户、 计生两女户各购买 1 份计划生
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和 1 份女性团
体安康保险； 为 833 户计生特殊家
庭、 手术并发症家庭各购买 1 份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综合保险； 为 18160
户农村独生子女户、 两女户各购买 1
份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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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董雷） 6
年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
灾害 ， 让衡阳的阿朵 （化名 ）
瞬间失去了三个孩子， 悲痛之
余， 她与爱人走上试管再孕之
路。 在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
科医院 （以下简 称 “中信 湘
雅”） 的帮助下， 她成功怀上一
个新的生命。 6 月 1 日， 医院 B
超确认， 她腹中的胎儿发育良
好。 此外， 她还符合湖南省卫
生计生委与湖南省财政厅今年
在全省全面实施的 “计划生育
爱心助孕特别行动” 援助目标，
有望享受免费试管助孕治疗。

今年 3 月，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与湖南省财政厅联合在全省全面
推行 “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
动 ” 项目 ， 覆盖全省 14 个市州
122 个县市区， 目标是让每一个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都能享受到免费
助孕服务。

该项目目标人群需同时符合以
下条件： （一） 现无存活子女的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 （二） 夫妇一方
为湖南省户籍， 且女方年龄在 49
周岁以下； （三） 经诊断符合不孕
不育症治疗条件。 试管婴儿助孕
（含术前常规检查和解冻周期助孕
费） 可援助每对夫妇 42000 元。 中

信湘雅医院被纳入此项目全面实施
以来的定点医院之一。

符合条件的患者， 需由夫妇双
方共同向户籍所在地的村 （社区）
提出申请， 填写 《湖南省计划生育
爱心助孕特别行动申请表》， 送乡
镇 （街道）、 县两级卫生计生部门
审批， 由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开具
《湖南省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
动介绍信》， 再到中信湘雅医院接
受免费辅助生殖助孕治疗。 目前，
该院已收治 21 对符合该项目条件
的夫妇， 其中 10 对已进入 IVF 治
疗周期， 阿朵是首个符合条件并成
功妊娠的患者。

爱心助孕特别行动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王公塘
社区致力打造“健康中国·幸福雨花”
健康俱乐部， 联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基层医疗单位为户籍人口和流
动人口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在市民学
校开展健康大讲堂活动， 为居民群众
解答健康知识疑问， 为社区内出门不
便的居民给予上门医疗服务。

通讯员 邓集林 陈智华 摄影报道

打造“幸福雨花”健康俱乐部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华 陈火 郑有
为） “现在国家的政策真的好！ 像
我这样的贫困独生子女， 没想到每年
可以领取生活补贴， 标准还在提高，
去年领了 300 元， 今年领了 400 元。”
近日 ， 在永州市新田县教育系统
2017 年度贫困独生子女、 农村两女
户家庭学生增补生活津贴发放仪式
上， 新田一中的小唐同学高兴地说。

据悉， 该县今年在贫困住宿生
优先享受补贴 （助学金） 的基础上，
每人发放 400 元生活津贴， 比去年
每人增加了 100 元， 由县教育基金
会出资。 据统计， 2017 年全县贫困
独生子女、 农村两女户家庭学生享
受增补生活津贴共 101 人， 合计发
放金额 40400 元。

为计生家庭学子发放津贴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枝英） 6 月 2
日， 常德市计生协常务副会长车向
东一行到桃源县调研 “计生基层群
众自治示范县” 和 “流动人口计生
协示范县” 创建工作。

截至 2016 年底， 该县已创建国
家级示范村居 3 个， 省级示范村居 5
个， 市级示范乡镇 2 个， 市级示范
村居 32 个， 流动人口计生协会组织
建设 29 个， 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合格
率达到了 78.6%。 该县被市计生协会
推荐作为全市唯一县级单位参与
2017 年度 “全省计生基层群众自治
示范县” 和 “全省流动人口计生协
示范县” 创建试点。

桃源试点创计生“双示范县”

������本报讯 （通讯员 田晓辉） 6 月 3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腊
尔山台地两林乡中心完小操坪爱心荡
漾， 一场以 “关怀情·脱贫梦” 为主
题的纪念第 19 个 “5·29” 计生协会
会员活动日暨全州卫计系统助力精准
脱贫宣传服务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活动组织 14 名医疗专家志愿者
现场为 360 多名群众义诊， 两林乡卫
生院与禾当、 板如、 两林三个村代表
进行了家庭医生签约。 现场现金慰问
了 18 户独生子女户、 计生两女户、
计生奖扶户、 计生特扶家庭及贫困
母亲代表。 表彰了 10 个先进基层计
生协会组织和 20 名优秀基层计生协
会会员。

“关怀情·脱贫梦”活动丰富多彩

双峰为计生家庭购买计生保险

������本报讯 （通讯员 温利锋
张蓓） 6 月 6 日， 受国家卫计委
委托， 湖南省卫计委妇幼健康服
务处处长王若平带队的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专家组对长沙市妇幼保
健院生殖中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 进行现
场校验评审。 经过综合考评， 专
家组对该院生殖中心的工作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 一致认为该院生
殖医学中心管理规范且执行良好、
无违规现象。 生殖中心场地、 人
员、 设备及各项主要技术指标均
已经达到国家卫计委规范要求。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院长蔡岳
祥介绍， 该院作为长沙市唯一获
准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公立医
院， 竭诚为广大不孕患者服务。
该院生殖中心自 “试管婴儿” 项
目开展以来， 临床妊娠率稳定在
60%以上，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在取得稳定妊娠率的同时， 对卵
巢储备功能严重下降、 反复助孕
失败、 高龄、 无精症等疑难不孕
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 复评专家
组的肯定和宝贵意见， 激励该院
继续提高辅助生殖技术水平， 为
广大不孕患者提供更完善和更先
进的优质助孕服务。

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校验评审

糖尿病患者天天依赖降糖药维持血
糖， 虽治标但不治本， 药物的长期依赖导
致身体出现气血亏损， 身体免疫力下降，
那么到底有没有“科学” 的治疗糖尿病的
方法？

《战胜糖尿病》 书中汇集了治疗糖尿
病先行人杨文水教授的多年治疗糖尿病的
心血， 该书解开 “糖尿病” 发病根源， 根
据广大患者的治疗经验编写。 带你了解最
新前沿的糖尿病知识， 以及科学的康复方
法， 带你轻松摆脱缠绕多年的并发症。

目前 ， 已有众多患者从书中受益 ，

血糖的平稳和并发症的逐渐消除使国内
越来越多的患者为杨教授树立良好的群
众口碑。

现为让糖尿病患者早日摆脱疾病， 科
普糖尿病知识， 免费送书活动全国实行，
如 果 你 有 糖 尿 病 ， 可 以 拨 打 热 线

0351-2884426， 就 可 以 得 带
《战胜糖尿病》， 免费送到家， 不收取任何
费用， 限量 1000 册， 望广大患者互相转
告。 （因领书患者较多， 如遇电话占线，
请分时间段稍后再拨）

《战胜糖尿病》全国发放

ISBN:978-7-5132-2289-1

糖尿病患者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