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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彭煜） 为
帮助湖南省计生特殊家庭圆再生
育之梦， 让全省 “计生爱心助孕
特别行动” 在基层落地， 受益面
更广， 在邵阳市卫生计生委的精
心组织下，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
所 （湖南省生殖医学专科医院）
于 6 月 12 日至 17 日， 组织专家
赴邵阳市 6 县市开展了 “湖南省
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
走进邵阳” 巡回义诊活动。

此项行动由湖南省卫生计生
委、 省财政厅主办， 项目采取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 治疗经费全
部由省级财政承担， 通过资金帮
困、 技术帮扶、 心理帮助等形式帮
助计生特殊家庭圆生育梦想。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湖
南省生殖医学专科医院） 对此次
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 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毛增辉教
授带领技术团队进行义诊。 在义
诊现场， 专家们认真聆听了不孕
不育患者的病情陈述， 耐心细致

地对这些不孕不育夫妇进行了健康
咨询和生育力评估。

在为期 6天的巡回义诊活动中，
共为 12名计生特殊家庭进行了生育
力评估和再生育指导工作， 并为当
地 600 多名有生育问题的育龄群众
进行了专业咨询和治疗建议。 湖南
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湖南省生殖医
学专科医院） 通过以上 “转模式、
下基层、 送健康” 活动， 让基层群
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医疗
服务， 此种新的医疗服务模式到了
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计生爱心助孕特别行动—走进邵阳”活动圆满结束爱心
助孕

湖南省生殖医学专科医院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本报讯 （通讯员 陈静 陈畅）
6 月 23 日， 湖南金龙集团职工汪
柳君早早地赶到了长沙望城经济
开发区签约现场， 与望城区星城
卫生院全科医生付艳玲签订 《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 按照
协议 ， 家庭医生将为他家所有
成员开展健康体检 ， 为家庭成
员中高血压 、 糖尿病 、 慢性病
患者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每年
提供 1 次常规体检和不少于 4
次分类指导服务 ， 为他家成员
提供望城区人民医院预约就诊和
转诊等服务 。 这是长沙市实施
“十百千万” 工程、 促进流动人
口健康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长沙市着眼于以工
业园区为龙头， 加强流动人口健康
促进， 该市卫生计生委、 市计生
协会在全市工业园区启动实施流

动人口健康促进 “十百千万” 工
程， 助推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提升。

据悉 ， “十 ” 指 “十项服
务”， 各工业园区依托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或者
与各大医疗机构合作， 为辖区内
企业流动人口建立健康档案、 预
防接种、 传染病防控、 孕产妇健
康管理、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
计划生育、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 慢性病防治、 职业病防治、
中医医疗服务等基本公共卫生计
生服务。 “百” 指 “百份协议”，
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对接， 推动
工业园区内各类企业与医疗机构
签订健康服务合作协议， 重点将
企业员工体检、 就医、 亚健康服
务、 健康咨询和教育讲座等内容
纳入双方合作体系 。 “千 ” 指
“千日巡展”， 由卫生计生部门牵

头， 计生协会、 市疾控中心参与，
各区、 县 （市） 和工业园区组织，
设计、 制作一批健康知识宣传展
板， 按照每家规模较大企业 3-5
天的时间量， 开展有重点、 有计
划、 有目标的流动人口健康知识
巡展和巡讲活动； 建立一支由医
务人员、 计生协会会员、 志愿者
和大学生组成的健康指导服务队
伍深入企业， 根据行业特点举办
各类健康知识讲座， 引导企业和
流动人口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变到
主动接受服务， 切实提高企业员
工的健康素养。 “万” 指 “万册
读本”。 由市卫生计生委、 市计生
协会组织专家精心汇编， 印制符
合长沙市流动人口健康需求特点
的 《长沙市新市民健康实用读
本》 十万余册， 发放到各工业园
区， 实现万人受益。

“十百千万”促流动人口健康

�������6 月 21 日是世界瑜伽日。 长沙
县妇幼保健院盆底与产后康复中心
组织策划“魅力瑜伽·健康生活” 大
型瑜伽展示活动， 其中， 产后瑜伽
是适合产后开展的一种运动项目，
它不但可以增强盆底、 腹部肌肉的
力量， 预防子宫、 膀胱等内脏器官
下垂， 还能迅速恢复体型， 让众多
产后妈妈重获自信、 健康与美丽。

通讯员 侯悦 曾诗怡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麻丽琴） 近日 ，
2017 年武汉大区 PAC 咨询员技能比赛
在长沙成功落下帷幕， 衡阳市妇幼保健
院妇科门诊护士陈超获得第二名的成
绩， 将代表武汉大区参加国家比赛。

据悉， PAC 是一种标准化的人工流
产服务流程， 通过在医院建立标准化流
产后关爱服务模式， 向前来接受人工流
产手术的女性患者宣传避孕知识， 及时
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 从而避免重复流
产的伤害， 保护妇女的生殖健康。 衡阳
市妇幼保健院自开展 PAC 门诊以来 ，
已为全市近万名女性患者提供服务， 有
效降低重复流产率。

PAC 服务有效降低重复流产

������本报讯 （通讯员 田晓晖） 近年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抓住省财政补助
购买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试点的机
遇， 在全州范围内开展计生家庭意外伤
害保险工作。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 全州累计为 186399 户计生家庭购
买计生保险， 购买保险金额 571.49 万
元； 及时为 512 户 519 人出险对象进行
了理赔， 理赔金额达 282.11 万元。

该州安排计生保险地方配套资金，
明确从县市财政中安排专项预算， 从单
位事业经费中统一安排。 各县市根据不
同实际， 推行了财政买单 “兜底”、 财政
与单位 “双担”、 配套自保 “三分” 等三
种资金配套模式。 对特殊的案例如被蛇
等动物咬伤后接受民间草医治疗的， 调
查核实后作 300-500 元的 “亲情理赔”。

湘西 3 年为 18 万计生户投保

������本报讯 （通讯员 舒泽春） 今年来，
怀化市溆浦县 417 个村 （居） 全面开展
诚信计生工作， 完成扩面达 100%。

该县通过邮寄、 手机短信及书面委
托和上门入户的方式签订好协议书。 村
（居） 每季度定期开展诚信计生民主评议
会议， 按照 “特别诚信户”、 “诚信户”
和 “非诚信户” 的标准开展好评定工作，
并报乡镇审查后， 及时将有关数据录入电
脑系统。 与县人民法院、 纪检、 人民银行
等单位协助推行诚信监督体系， 及时将违
法生育对象纳入失信体系和人民银行征信
体系。 目前已将 12 对违法生育夫妇纳入
法院失信系统和银行征信系统 “黑名单”。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勇） 6 月 16 日，
湘潭湘乡市卫计局工作人员一行 5 人与
深圳市龙岗区卫计局举行流动人口计生
区域协作活动， 进一步落实流动人口双
向服务管理， 提高两地流动人口综合服
务管理水平。

双方协商， 建立 “乡音微信群”，
方便工作沟通交流。 为有需要并符合条
件的湘乡籍人员办理发放 《生育服务登
记证》， 为符合条件的湘乡籍育龄妇女
免费发放避孕节育药具， 提供免费计划
生育基本技术服务， 提供增补叶酸、 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 孕产妇健康管理、 预
防接种、 儿童保健等 “均等化” 服务。

魅力瑜伽

溆浦 417 个村开展诚信计生

湘乡市与深圳龙岗
开展区域协作关爱流动人口

������6 月 19 日 12 时 28 分 ， 包
茂高速麻阳至凤凰方向发生车辆
追尾事故， 驾驶人员受伤。 怀化
麻阳苗族自治县中医院急救小分
队 3 人闻讯立刻赶到事故现场。

“当时主驾乘室的车门全变
形了， 根本打不开， 我们只能通
过车窗来喊话和观察了解伤者情
况， 发现司机说话虚弱， 满头大
汗、 脸色苍白， 我们担心可能随
时出现休克情况。” 医师韩敬马

上打电话请求第二急救队援助，
同时招呼护士李慧来给司机进行
急救。

因为驾驶室近 1.8 米高， 李
慧身材娇小， 她尝试着踩着轮胎
向上爬， 却空不出双手来测量血
压和实施救助 。 韩敬见状大声
说： “你体重轻， 放心上去， 我
在下面撑住你。”

李慧手脚并用沿着车身再次
攀爬到驾驶室车窗的位置后， 韩

敬用双手全力将李慧撑托着， 两人
用这种架 “人梯” 的方式为伤者进
行检查测量和静脉输液。 救护车司
机满东见现场找不到足够高的托杆
或者挂钩处作输液架， 干脆一口气
爬上了驾驶室车顶， 用手举着输液
瓶， 当起了 “人体输液架”。

12 时 44 分， 该县消防大队救
援队赶到现场， 困在驾驶室的伤者
很快被救出并送上救护车。

通讯员 陈晟程 滕珊珊

高速上“人梯”撑住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