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涛） 近日，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因遭受持续性强降
水影响引发多处山洪、 泥石流、 滑坡等灾
害， 该县卫计局及时响应县防洪度汛应急预
案， 全面落实防汛救灾要求。

从 6 月 24 日起， 该县各医疗卫生机构
全面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各卫生应
急分队、 医疗救援分队等 24 小时待命， 县
人民医院接到灾情后组织医疗救援分队第
一时间赶赴灾区一线， 成功抢救受灾群众 1
人。 据了解， 全县 11 个乡镇参与卫生应急
行动 200 余人次， 共出动 40 余名防疫人员
对辖区内洪水污染的井水、 生活垃圾、 山洪
掩埋的畜禽、 动物尸体等进行了严格清理、
消毒及无害化处理；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肠
道、 呼吸道疾病的监测， 储备消毒药品 300
余件， 并对灾民进行饮食饮水及环境卫生知
识宣传， 确保大灾过后无大疫。

������本报讯 （通讯员 彭卫雄） 6 月 23 日，
衡阳市卫生计生委召开专题会议， 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及信息化工作， 并与县市区卫生计
生局及市直有关医疗卫生单位签订了项目建
设和信息化工作责任状。

2017 年， 衡阳市共争取中央资金 1.76
亿元投资建设 6 个项目， 占全省的 1/8， 时
间紧 ， 任务重 ， 压力大 。 会议要求 ， 对
2017 年的项目 ， 年内必须全部开工建设 ，
中央投资执行率达到 80%以上； 对 2016 年
及以前的项目， 6 月底前必须开工， 年内竣
工率达到 95%以上， 中央投资执行率达到
90%以上。 同时， 对贫困人口居民健康卡发
放与应用工作， 要在 7 月 7 日前出台工作方
案， 年底实现对贫困人口全部发卡， 2018
年底实现区域人口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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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 通讯
员 罗闻李滨任旭芝） 我国老年
性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其中
65 岁以上人群的慢病患病率为
64.5％， 42％的患者同时患有两种
以上疾病。 此外， 我国老年期的
肿瘤、 心血管疾病、 脑卒中患者
的死亡率也排在疾病谱的前列。
这是 6 月 24 日， 记者从在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举行的首届中国老
年医学临床与转化·潇湘高峰论
坛上了解到的信息。

本次高端论坛由国家老年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办 ，
特邀多位国内医学与生命科学
领域的顶尖专家作专题报告 ，
并研讨学科前沿知识与新进
展。 会上，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正式挂牌并启动
协同创新联盟。 该中心为 9 家
协同创新核心成员单位 、 600
余家网络成员单位、 医研企成
员单位授牌， 旨在与核心成员
单位协同创新， 研发新技术 、
新方法、 新理念， 实现临床转
化， 在网络成员单位中则积极
开展技术推广和培训。

据湘雅医院院长孙虹介
绍，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以老年心脑血管病、 老
年神经变性病 、 老年外科疾
病、 老年肿瘤疾病、 老年骨与
关节疾病、 老年重症医学 6 个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老年
疾病为主线， 紧密围绕重大老
年疾病的发病机制和临床防治
进行综合、 系统的研究和推广
应用， 旨在推动老年病学向早
期诊断 、 早期预警 、 早期预
防、 早期治疗的精准医疗新方
向发展， 降低我国老年疾病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 提高我国老
年疾病的早诊率、 治愈率。

������6 月 26 日中午， 邵阳市双
清区五里牌小学五年级 150 班
班主任罗海韵带领几位学生来
到邵阳珂信肿瘤医院， 为学生
羽羽 （化名） 在病房内上了一
堂特殊的语文课， 并代表全班
同学为她送上爱心礼物。

年仅 12 岁的羽羽身患胸
腺恶性肿瘤， 已进入生命 “倒
计时”。 她毅然做出一项重大
决定， 捐献自己的眼角膜， 给
他人送去光明。

6 月 23 日， 羽羽的父亲曾
武林作为监护人， 通过爱尔眼
科公益基金会， 在人体眼角膜
捐献志愿者登记表上签了字。
他们的举动， 感动了现场所有
的见证者。

曾武林多年来热心公益事
业， 是邵阳市义工联合会的志
愿者， 后来又加入了邵阳仁善
志愿者协会 。 他经常去福利

院、 敬老院关爱老人， 捐款资
助贫困学生， 走访慰问抗战老
兵。 受爸爸的影响， 遇到需要
帮助的人和事， 羽羽也时常伸
出友爱之手。

今年 4 月， 羽羽被诊断为
胸腺恶性肿瘤。 焦急万分的父母
带着羽羽辗转长沙、 北京各大医
院， 但情况都不乐观。 仅仅 1个
多月的时间， 羽羽的病情已完全
恶化， 恶性肿瘤扩散到全身， 她
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在生命的
最后时光里， 羽羽想把眼角膜捐
献给需要帮助的人。

对于这一决定， 羽羽的家
人很理解 。 “我是一个志愿
者， 希望女儿短暂的一生也能
为这个社会作出一些贡献。 用
得上的器官都可以捐赠， 这是
羽羽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间
接延续。” 曾武林含着泪说。

通讯员 张雪珊 颜绥绥

��������6月 24日，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禁毒委、 县禁毒办等单位在
瑶族图腾园广场举办了“禁毒之声， 唱响瑶都” 大型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大合唱、 观看禁毒展板、 发放禁毒资料、 禁毒签名、 禁毒游
行等方式开展， 共同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社会氛围。 图为学生们正在
签名禁毒。 通讯员黎实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段超 周炫） 近日， 湘
潭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贺山虎一行 10 人赴
湘乡市翻江镇农林村开展 “送医送药送健
康， 百场义诊进乡村” 健康扶贫活动。 专家
团队当天共为 60 余名村民看诊， 免费赠送
价值 2000 元的药品。

今年以来， 湘潭市卫计系统共开展 “送
医送药送健康， 百场义诊进乡村” 活动 427
场次， 服务人口 34529 人次， 发放健康宣传
资料 80177 份， 免费发放药品 3 万余元。

������本报讯 （通讯员 杨中华 梁刚） 为进一
步增强个体诊所依法执业意识， 6 月 12 日
至 21 日， 怀化市中方县卫生计生局组织卫
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人员对全县个体诊所
开展了依法执业、 传染病管理等方面执法检
查专项整治活动。

此次活动共对全县 41 家个体诊所和医
务室是否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
活动、 各项规章制度齐全、 功能科室布局合
理、 医疗废弃物处置妥当以及落实 《传染病
防治法》 等方面进行了执法检查。 下达 《卫
生监督意见书》 40 份， 并要求限期整改到
位。 同时， 对 8 家严重违法的医疗机构进行
了行政处罚， 对 2 家涉嫌非法行医的机构下
达了停止医疗服务的通知。禁毒之声 唱响瑶都

老年性疾病
发病率不断上升

������本报讯 (通讯员 胡翠娥) 6
月 23 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迪拜协和医院、 深
圳海王集团签订友好框架协议，
将共同组建 “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迪拜 (中国) 协和
中医医疗中心”。

为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 ”
政策， 把中医中药推向国际市
场， 建立中东地区中医药海外
中心， 培训一批具有良好中医
药能力和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 在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湖
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湖南中医
药大学等上级部门的关注和指
导下，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迪拜协和医院、 深圳
海王集团三方单位的代表在深
圳就三方共同组建 “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迪拜 (中
国 ) 协和中医医疗中心” 签订
了友好合作框架协议。

协议表明， 该医疗中心由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牵头 ， 医院将现有医疗技术 ，
包括中医特色的技术 、 处方 、
饮片、 药品、 医院制剂等与迪
拜协和医院、 深圳海王集团进
行有效对接， 并针对中东地区
的患者需求， 与其它两家单位
共同梳理出适合当地的治疗手
段与药品， 通过相互合作， 将
中医治疗手段和药品引入中东
地区 。 三方还将从药品研发 、
制造以及销售方面着手， 相互
配合， 打造标准化的中药产品
在中东地区进行推广。

据悉，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将对合作项目提供
人才和技术支持， 选派有经验
和能力的医生以及管理人员投
入本项目， 对项目的运营和管
理提供人才支持。 所有选派人
员在前期将进行中医业务能力
的培训， 获得迪拜官方认可的
执业医师资格， 同时进行语言
培训以便更好地为中东人员提
供医疗帮助。

三方代表均表示， 将通过
三家单位的友好协作， 力争三
至五年内， 在中东地区建成以
迪拜协和医院为中心 ， 开设
30-50 家医疗机构 ， 辐射整个
中东地区的中医药医疗中心 ，
成为国家 “一带一路 “中东中
医药项目的示范工程。

迪拜将建中医医疗中心
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 政策， 把中医中药推向国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