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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6 月 22 日 ， 衡阳市祁东县
凤歧坪乡卫生院大门外 ， 临时
摆放的两排诊桌前人头攒动 ，
闻讯赶来的近 200 名村民 ， 将
坐在桌前接诊的几名医疗专家
围得水泄不通。

凤歧坪乡是该县有名的贫困
乡， 距县城 75 公里 ， 村民经常
出现因病返贫、 因病致贫现象。
这天， 该县人民医院健康扶贫专
家医疗队在业务副院长的带领
下， 组织医院 8 名专家进驻该乡
凤歧坪村 ， 为贫困群众送医送
药。 该村有需要健康扶贫的建档
立卡特困人口 139 人， 再加上其
他贫困群众， 就诊村民达 200 余
人。 医院专家们为他们进行了免
费的 B 超、 心电图、 血压、 血糖
等各项检查。 发现患有一般常见
病的患者， 当场进行诊断， 开出

药方， 并免费为他们送药。 对于
患有比较严重疾病的患者， 医疗
队则为他们开通就诊绿色通道，
确保后续医疗到位。 对于建档立
卡的特困人员， 全部实行检查、
医疗和医药费用全免。

凤歧坪村 87 岁的曾凡标 ，
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行动不便，
不想上县城医院治疗， 现在送医
送药到家门口， 老人急忙要儿子
扶着他赶来看医生， 然后领了一
大包药品， 高兴地回了家。 邻近
宝莲洞村的 80 岁老人曾省元 ，
手臂被摔成骨折 ， 在医院治疗
打了石膏 。 按照正常的标准 ，
半个月前就需要换石膏 ， 现在
已错过了日期 ， 再加上没有坚
持恢复性运动 ， 导致伤势有加
重的趋势。 医疗队专家诊断后，
当即为她换了石膏， 并嘱咐她每

天要活动手臂上千次。 老人非常
高兴地说： “今天专家来， 救了
我的一只手啊！”

当日 ， 专家们所带的 3000
多元药品仅上午就发放一空， 当
即又运来 3000 元药品 ， 整个义
诊活动持续到下午 4 时结束 。
专家们还分别记下患者的联系
方式 ， 还将回访和进村上门再
服务。

这是今年来该县开展健康扶
贫的一个缩影。 目前， 该县有贫
困村 55 个， 建档立卡特困扶贫
对象 6779 人。 为了确保精准扶
贫到位， 该县参与 “健康扶贫”
活动的县级医院达 10 家， 在全
县所有的贫困乡村进行了免费
送医送药活动 ， 深受老百姓的
好评。

通讯员 何晓晓 周特凡 彭建华

健康扶贫惠乡亲

������本报讯 （通讯员 孙思源） 6 月
19 日， 永州市中心医院产科像往常
一样忙碌而有序。 “医生， 我破羊
水了！” 突然一产妇焦急地边喊边向
护士站走来。 正在值班的袁明医生
立即为其进行检查， 发现胎心只有
90-130 次， 宫口已开 5 厘米， 阴道
内有一段条索状物， 能触摸到搏动。
袁明不由心里一紧： 脐带脱垂！

正常的分娩是胎儿先出， 然后才
是脐带、 胎盘娩出， 但有一种特殊
情况叫 “脐带脱垂”， 脐带先于胎儿
娩出。 脐带脱垂时， 引起胎儿急性
缺氧， 胎心率发生改变， 甚至完全
消失。 若脐带血循环阻断超过 7 分
钟， 则可导致胎死宫内。

袁明紧急报告产科总住院医师魏
芳， 科室立即启动了脐带脱垂应急预
案。 麻醉科、 手术室、 新生儿科立
即进入紧急应急状态。 为避免或减轻
脐带受压， 护士帮助产妇垫高臀部，
多人协助将孕妇抬至平车上， 以最快
的速度转运到手术室， 途中袁明一直
在平车上持续用手上推胎头避免脐带
继续受压。 另一组产科医生向家属交
代病情、 术前谈话签字。

手术室已做好准备， 全麻紧急剖
宫产手术立即开始。 妇产科主任医师
王莉莉和总住院医师魏芳熟练快速
地进腹 ， 袁明持续托举胎儿头部 ，
麻醉科主任唐顺山严密监测术中产
妇体征， 手术室护士何妍慧 、 周倩
配合默契， 新生儿科主治医师谢荣
严阵以待， 直至婴儿出生才缓解了
全场紧张的气氛。 因新生儿出生后出
现窒息， 助产士和新生儿科医生立
即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宝宝保暖、 行
新生儿复苏、 清理呼吸道， 动作熟
练， 干脆利落， 并安全转运至新生
儿科。 从破水至胎儿顺利娩出， 只
有短短的 15 分钟。

15分钟成功救治
脐带脱垂产妇

������近日， 长沙县福临镇卫计办、 镇妇联联合镇卫生院
对农村妇女开展宫颈癌和乳腺癌 （以下简称“两癌”）
免费检查活动， 免费为全镇 1500 余名 35-64 岁农村已
婚妇女提供“两癌” 检查及妇科检查等服务， 并为检查
结果异常的妇女提供转诊咨询。 图为该镇开辟绿色通
道， 为残疾妇女作“两癌” 免费检查。

通讯员 黄博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耀新 符新宪 史
军辉） 近日， 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镇半
稼洲社区境内的县城防洪大堤加宽项目
征拆安置紧锣密鼓进行， 沿线拆迁户中
的 4 户独生子女家庭签订 《拆迁补偿安
置协议》 之后， 每户按 “增加一人份
额” 的标准， 高高兴兴领取了 15 万元
的房屋拆迁人口货币安置补偿奖励。

从去年 7 月以来， 该县征拆办在制
定县城规划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安置工
作方案时， 对照相关规定， 把严格落实
独生子女家庭 “增加一人份额” 的奖励
政策贯穿于拆迁补偿安置相关环节中，
对 20 多户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
子女期间领取了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的拆迁户给予 “增加一人份额” 的安置
地基奖励或人口货币安置补偿奖励。

益阳桃江：
征拆补偿安置兑现计生奖励

������本报讯 （通讯员 罗朝霞 曾文杰）
日前， 常德市鼎城区计生协会、 区妇联
以及相关社会团体， 组织该区首批百名
“鼎城妈妈” 来到区江南小学与百名留
守儿童爱心结对， 开展 “爱心助成长、
留守不孤单” 百名 “鼎城妈妈” 牵手百
名留守儿童爱心帮扶活动。

“鼎城妈妈” 们向留守儿童宣传安
全知识， 传授他们生活小常识。 在交
流、 引导和互动过程中， 充分了解他们
的内心世界， 及时排除他们的忧虑， 引
导孩子们做一个懂事、 阳光、 自立自强
的孩子。

“鼎城妈妈”牵手百名留守儿童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治国 王秋贤）
6 月 23 日， 娄底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现场推
进会在涟源市渡头塘镇召开， 与会代
表现场参观渡头塘镇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模式。

据悉， 涟源市卫计行政部门和各
医疗机构面向有需求的群众提供服务，
特别是优先覆盖老年人、 儿童、 孕产
妇、 高血压患者等重点人群， 2017 年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30%以
上 ， 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60%以上， 其中全市所有建档立卡的农
村贫困人口和计生特殊家庭的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 100%。

娄底涟源：
家庭医生签约优先特殊群体

������本报讯 （通讯员 龙向阳 吴霞 ）
“望闻问切追根溯源固本疗疾， 针灸推
拿循经序脉活络健体”。 6 月 21 日， 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首家治未
病中心在该县民族中医院成立。

据了解， “治未病” 是采取预防
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
包括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 瘥后防复
等方面的内容。 当天， 参会人员现场
聆听了治未病知识讲座， 一些群众免
费体验了穴位敷贴、 苗药涂擦、 拔罐、
刮痧、 推拿等服务。

凤凰县首家治未病中心成立

为残疾妇女免费查“两癌”辟绿色通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斌 童
雪平） “奶奶， 计生部门的
志愿者又来看您了！” 近日，
一看见熟悉的客人， 家住湘潭
湘乡市壶天镇南岳村的周爱
清老远就喊。 来客是壶天镇
计生协会的志愿者， 慰问的
对象是周爱清的奶奶李集英，
老人今年 70 多岁， 丈夫和儿
子去世多年， 现中风半身瘫痪
并患有老年痴呆症， 生活不能
自理。 孙女每年要外出打工，
幸亏镇计生协会的志愿者及

村卫计专干经常来关心照顾
她， 并按时上门为其提供家
政服务 ， 洗衣服 、 晒床单 、
做饭菜， 甚至连为老人洗脚、
擦身子等活儿都干。

当天， 志愿者们的到来，
使清净的小屋顿时变得热闹
起来， 简短的慰问过后， 大
家分头开始忙碌起来： 打扫
卫生、 整理家务、 给老人洗
脚、 擦拭身子……忙了一个
上午， 志愿者水都没顾得上
喝一口。

奶奶，我们又来看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