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湖南省第五批短期
援藏专业技术人才队员， 能
跟随 50 人的大部队于 2017
年 5 月 9 日进入神秘的雪域
高原， 开启为期半年的对口
援助工作， 我深感荣幸。

5 月 11 日， 进藏第二天。
尚未完全适应高原， 我们突
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病房
有一个刚出生的宝宝出现发
绀 、 呼吸困难的紧急症状 。
出于职业习惯， 我和戴医生
立即赶到病房查看宝宝病情，
完全顾不上头晕、 恶心这些
初上高原产生的生理不适 ，
第一反应就是救人。

经过检查， 考虑到新生儿
肺炎、 新生儿窒息的可能性，
我们给宝宝予吸氧处理。 由于
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条件有限，
宝宝病情严重， 在本院医生
的护送之下， 宝宝被转移到
拉萨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长沙市的卫生援藏队员

被分配到了贡嘎县卫生服务
中心工作。 短短的两个月中，
我们积极筹备、 收集各方面
的资料， 制定各种医院规章
制度， 完善和规范了医疗行
为和病历书写， 促进卫生服
务中心顺利开展了 “创二甲，
创爱婴医院” 工作。

在该院措吉院长的带领
下， 贡嘎县卫生服务中心妇产
科创建了婴儿洗浴中心、 开展
了妇科门诊电子阴道镜检查、
阴道炎宫颈炎的常规治疗、 开
设了孕妇学校， 并且规范了病
历书写， 组成了病历质控小组。

这两个月的时间 ， 通过
与西藏同胞们的近距离接触，
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和单
纯 。 每天在门诊看到病友 ，
冲着他们淳朴的笑脸， 我想
每个医生都乐于把自己知道
的全部知识和经验告诉他们，
以尽量减轻他们遭受的病痛。
长沙市第三医院援藏队员 吴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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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钟勇平） 7 月 8 日， 记者从
湖南省卫计委了解到， 湖南省卫
计委、 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 省
扶贫开发办等 6 家单位联合下
文， 在全省启动健康扶贫工程
“三个一批” 行动计划。 2017—
2020 年， 对核实核准的患有大
病和长期慢性病的农村贫困人
口实施分类分批救治 ， 确保健
康扶贫落实到人、 精准到病。

大病集中救治一批， 即确定
大病集中救治定点医院， 建立疑
难重症病例的会诊、 转诊机制。
确定诊疗方案 ， 为农村贫困家
庭大病患者开通就医绿色通道。
确定单病种收费标准， 规范农村
贫困人口中患食管癌、 胃癌、 结
肠癌、 直肠癌、 终末期肾病、 儿
童白血病、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等
9 大疾病集中救治工作。 开展贫
困地区重性精神病 、 农民工尘
肺病、 肺结核病、 艾滋病和血吸
虫病晚期患者等专项救治工作，
对患有大病的农村贫困人口实
行分类分批集中救治。

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 即开

展慢病患者健康管理， 对患有慢性
疾病的农村贫困人口实行签约健
康管理。 为每位农村贫困人口发
放一张健康卡， 对符合条件的农
村贫困人口每年开展 1 次健康体
检。 2017 年所有农村贫困人口纳
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实行
家庭医生签约管理， 做到每人建
1 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
每个家庭有 1 名乡村医生或乡镇
卫生院医生。 开展健康管理， 按
管理规范安排面对面随访， 询问
病情， 检查并评估心率、 血糖和
血压等基础性健康指标， 在饮食、
运动、 心理等方面提供健康指导。

重病兜底保障一批， 即整合
多种保障政策， 实施 “三提高、
两补贴、 一减免一兜底” 综合保
障措施。 “三提高”： 提高基本
医疗保障水平， 农村贫困人口住
院费用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比例提
高 10%； 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
平， 降低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保险
起付线 50%， 大病住院政策范
围内报销比例提高到 90%以上；
提高医疗救助水平， 将符合条件
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

疾病医疗救助范围， 对贫困人口
中的低保对象和非低保对象患重
特大疾病住院治疗， 其医疗费用
经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及各
类补充医疗保险、 商业保险报销
后， 政策范围内的自负费用， 医
疗救助分别按照 70%、 50%的比
例救助。 “两补贴”： 农村贫困
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
费部分， 财政给予 50%以上的补
贴， 特困人口全额补贴， 参保达
到全覆盖 ； 农村贫困人口参加
“扶贫特惠保” 家庭综合保障保
险的保费 ， 当地政府给予不超
过 90%的 保 费 补 贴 。 “一 减
免”： 对罹患 9 种大病农村贫困
人口实际医疗费用 ， 经由基本
医疗保险等各类保险以及医疗
救助基金等渠道支付后 ， 个人
自付部分由定点医院给予不低
于 50%的减免。 “一兜底”： 农
村贫困人口通过基本医保 、 大
病保险 、 医疗救助 、 商业保险
赔付等综合补偿及定点医院减
免后 ， 剩余合规自付医药费个
人支付仍有困难的， 实行政府兜
底保障， 减轻或免除个人负担。

湖南健康扶贫实施“三个一批”行动计划

������本报讯 （通讯员 赵俊） 自 7 月 3 日
开始， 衡阳市卫生计生委组织 3 个督查
组， 分赴各相关县市区受灾一线开展灾后
防疫防病工作督查。

针对今年的洪涝灾害， 衡阳市广大医
务工作者紧急动员， 坚守在抗洪救灾的第
一线， 截至 7 月 10 日， 全市共派出医疗
防疫队伍 317 批次 1425 人 ， 救治伤病
158 人次， 消毒面积 81.57 万平方米， 免
费发放治疗药品和卫生防疫制剂 67.11 万
元， 发放宣传单 23.87 万份。 同时， 市、
县两级红十字会发放棉被 400 床、 衣服
100 套以及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值 20 万
余元， 看望慰问受灾家庭现金 10 万余元。

������在第 28个“7·11” 世界人口日到来
之际， 张家界市慈利县紧紧围绕“流动
人口健康同行， 计划生育倡导文明” 主
题， 组织县直医疗单位、 各乡镇开展主
题鲜明、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宣传活
动。 图为该县卫生计生工作人员为流动
人口宣传卫生计生政策、 知识。

通讯员 王健 摄影报道

向流动人口宣传计生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枝英） 7 月 7 日，
常德市桃源县计生协会会长吴丽兰带领
工作人员组成慰问团赴青林、 郑家驿等
乡镇， 与当地党委政府负责人、 计生协
会会长一同慰问洪灾中受灾计生家庭 ，
共慰问 50 户， 资金达 5 万元。

近日， 该县遭受洪涝灾害。 灾情发
生后， 县计生协会立即启动生育关怀灾
后重建救助慰问活动， 对困难计生家庭
实施精准帮扶。 家住青林乡九龙山村古
蚊峪组的张锡军， 妻子患乳腺癌， 在这
次洪灾中， 强降雨淹没粮田 7.2 亩， 且家
中进水， 慰问组送给张锡军一家慰问金
1000 元。

桃源慰问受灾计生户

������本报讯 （通讯员 彭汉军 彭卓） 7 月
初， 长沙宁乡市遭遇了特大洪灾。 洪水
消退后， 宁乡迅速组建 33 支消毒分队，
累计投入防疫人员 6000 人次， 启动全面
消毒防病工作。

宁乡卫计局强化受灾地区疫情监测，
扎实做好垃圾清理后的消毒、 居民饮用水
检验消毒、 动物防疫等工作。 宁乡卫计局
机关和疾控中心、 卫计综合监督综合执法
局， 宁乡人民医院、 中医医院、 妇幼保健
院、 精神病医院、 血防站的志愿者从灾后
就开始陆续奔赴白马大道沿线、 沙河市场
各受灾点， 进行垃圾清理、 消毒防病工作，
彻夜奋战。 在城区启动全面消毒防疫的同
时， 宁乡卫计局安排各乡镇 （街道）、 各村
（社区）、 各组都全面启动了消毒防疫工作，
驻地的乡镇卫生院、 社区服务中心进行防
疫业务指导， 协同乡村组人员沿家沿户、
逐街逐路进行消毒防疫， 确保人民安康。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娟 曹佳）
日前， 在怀化市沅陵县人民医院，
一位怀孕 6 个月的 26 岁的准妈妈
被该院四维彩超室医生查出怀的是
一个 “无手儿”， 胎儿双前臂部分
缺如， 上颚前突宛如鸟嘴。

该院超声科主任丁允高介绍：
“四维彩超检查出胎儿畸形的患者有
不少， 但是像这种严重畸形的情况
还是比较少。 导致胎儿出生缺陷的
因素有很多， 包括遗传、 基因突变、
药物、 环境影响等。 其中环境影响
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环境污染、 食
品安全， 还包括一些社会因素， 比
如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大等等。”

丁允高提醒， 孕期检查必不可
少， 其中四维彩超能够立体显示胎
儿的手脚、 各器官的发育情况， 还
可以观察到胎儿在母体内的动态，
对胎儿先天性体表畸形和发育异常
等情况进行早期诊断筛查。 产科超
声检查有三个重要的时间段， 分别
是孕 10-14 周、 18-24 周、 32-36
周， 建议整个妊娠期的 3 个重要检
查时间段都要进行检查。

宁乡市进行全面消毒防疫

援藏贡嘎小记

衡阳市卫计委
全力开展灾后防疫防病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黄宇）
7 月 9 日， 国家卫计委生殖道感染诊疗技
术专项能力培训班在长沙县妇幼保健院开
班，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
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等单位的 8
位知名专家教授授课。 专家们纷纷结合工
作经验， 对子宫颈癌筛查结果异常的管
理、 子宫颈癌的细胞学筛查、 生殖道感染
诊疗规范、 产后大出血的救治、 妊娠高血
压疾病的治疗新进展等进行了详细讲解。

北京知名妇产专家来湘
交流妇幼诊疗技术新进展

彩超查出
“无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