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汤雪 贺
国华） 近段气温升高， 不少病
毒滋生活跃， 长沙市中心医院
透露， 7 月 1 日至今， 该院神
经内科连续收治 20 例病毒性
脑膜炎年轻患者。 专家提醒，
病毒性脑膜炎初期症状与普通
感冒极相似， 若市民出现发烧
并伴有头痛、 呕吐等症状时，
绝不能掉以轻心， 一定要及时
到医院就诊。

“病毒性脑膜炎是一种由
病毒 （包括脊髓灰质炎病毒、
柯萨奇病毒、 埃可病毒等） 引
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病疾
病， 当病毒感染累及脑膜时称
为病毒性脑膜炎， 不同的患者
病情轻重不同， 轻者可自行缓
解， 预后良好， 重者可遗留神
经系统后遗症 ， 甚至死亡 。”
据该院神经内科副主任、 副主
任医师胡珏介绍， 病毒性脑膜

炎起病隐匿， 发病初期临床表
现与普通上呼吸道感染相似，
易误诊。 很多患者确诊时已病
情加重或出现并发症， 以致延
误了治疗最佳时期。

“一般病毒性脑膜炎起病
急， 主要表现为发热、 头痛、
呕吐或有皮疹， 成人可能出现
颈、 背、 下肢等部位酸痛， 婴
儿则表现为哭闹、 烦躁， 但意
识清醒。” 胡珏提醒， 一旦出
现发烧并伴有头痛、 呕吐等症
状时，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虽
然感冒也可能出现发热和头
痛， 但脑膜炎的发热和头痛症
状往往更明显、 剧烈， 持续时
间更长， 服用一般的感冒药物
不易缓解， 而且越来越厉害。
市民若出现上述情况， 请尽快
到医院神经内科进行腰穿检
查， 以排除病毒性脑膜炎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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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周红艳 陈德） 7 月 28 日， 长
沙市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 会议
提出， 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 ， 以普及健康生
活、 优化健康服务、 完善健康保
障、 建设健康环境、 发展健康产
业为重点， 全方位、 全周期保障
人民健康， 提前 5 年达到国家规
划目标， 建成与中心城市相匹配
的区域医疗卫生中心、 与省会城
市相匹配的公共卫计服务网络、
与健康长沙相匹配的卫生健康工
作格局， 走出一条优质高效的健
康长沙建设之路。

会议提出， 力争到 2025 年，
每千人拥有医疗床位数达到 12
张 ，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
2.5 名； 到 2020 年全市健康产业
年均增长率保持 15%以上， 健康
生活方式得到全面普及， 居民健
康 素 养 水 平 达 25%以 上 ， 到
2025 年达 30%以上； 人民健康
水平大幅提升， 人均预期寿命达
到 83 岁以上， 国民体质监测合
格率达到 92.2%， 主要健康指标

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全面建成健
康强市。

会议强调， 建设健康长沙要
注意增加医疗资源供给， 加快长
沙卫生职院及附属医院、 市四医
院滨水新城院区、 市中心医院医
疗综合楼、 市一医院新住院大楼
等重大项目建设， 启动市妇幼保
健院原址拓建、 湘江新区妇女儿
童医院等建设 。 围绕每个乡镇
（街道） 一所卫生院 （卫生服务
中心）、 每个村 （社区） 一所卫
生室 （站） 的目标， 力争两年内
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
扶持中医发展， 以中医康复、 治
未病、 儿科等为重点， 加快中医
药专科建设， 努力使全市大多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 强化人
才培养， 深入实施 “25111” 工
程 、 名医工程和基层医疗机构
“四个一批” 人才工程， 力争到
2020 年底全市名医工作室及名
医工作站实现翻番。 创新医疗融
资， 与省国开行合作， 采取 “小
基金 +大信贷 +PPP” 的融资方

案， 由省国开行为健康长沙建设
总体授信 200 亿元， 其中 “十三
五” 期间完成投资 100 亿元， 启
动一批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
鼓励社会办医， 到 2025 年， 社
会办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占比不低
于 35%。

会议强调 ， 采取 “签约医
生+服务团队+支撑平台 ” 的服
务模式， 在就医、 转诊、 用药、
医保等方面对签约居民实行差
异化政策 ， 构建基层首诊 、 双
向转诊 、 急慢分治 、 上下联动
的分级诊疗模式 ， 构建小病在
基层 、 大病到医院 、 康复回基
层的就医秩序 ， 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方便 、 省钱 、 放
心 、 舒心的健康服务 。 更加注
重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 大力发
展康体养生 、 避暑度假 、 休闲
观光 、 文化体验 、 温泉水疗等
康养旅游产业 ， 积极打造一批
休闲养生基地 。 鼓励各类医疗
服务机构设立个性化服务平台，
规划建设一批特色鲜明 、 示范
性强的医养结合试点项目。

长沙市卫生与健康工作会议提出

让健康长沙成为响亮名片

�������7 月 25 日， 湖南省肿瘤医院在该
院门诊大厅为患者献上一场沁人心脾
的仲夏之声心灵音乐会， 吸引了众多
患者关注。 这是该院举办的第 15 次心
灵音乐会。 心灵音乐盛宴为患者树立
面对疾病的信心、 调整负面情绪等起
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让患者及其家
属们感受到医院的人文关怀。

通讯员 彭萍 彭璐摄影报道

心灵音乐会沁人心脾

�����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通讯员
周瑾容 周蓉荣） 7 月 26 日-29
日， 第三届潇湘护理国际论坛在
长沙举行， 全国各地医疗机构近
1000 名代表参会。

此次会议由湖南省人民医院
主办， 论坛的主题为： 睿变、 创
新、 共赢。 为了加快护理工作与
国际接轨的步伐， 促进护理学科
的发展， 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
在 7 月 27 日的开幕式上， 该院
与美国南佛罗里达州浸信会医疗
集团签署护理学术交流合作协
议， 此举标志着该院与美国将在
高端护理领域上形成紧密可靠的
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将合作
开展学术交流、 科研项目、 共同
举办学术会议。 据了解， 湖南省
人民医院将于今年 10 月选派首
批护理人员赴美参访交流 10 天，
美国浸信会医疗中心护士代表将
于 2018 年 4 月份到湖南省人民
医院做为期 10 天的访学。

������本报讯 （通讯员 肖平安） 7 月 26 日，
益阳市安化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
项目———垃圾清运设备交接仪式在该县羽
毛球运动学校隆重举行。 交车仪式后， 23
辆崭新的垃圾压缩车缓缓驶出停车坪， 开
始履行安化各乡镇 （区） 的垃圾清运工作。

据了解， 新的垃圾压缩车工作时， 不
需要依靠人力将垃圾铲入垃圾车内， 而是通
过 “车桶对接” 功能收集垃圾， 确保垃圾不
落地， 产生的污水会流入污水贮存箱， 彻底
解决了垃圾运输过程中抛撒滴漏的二次污染
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生明 李明胜） 7
月 21 日， 湖南省卫计委科教处组织的专
家组， 对衡阳常宁市人民医院助理全科医
生培训基地进行评估复审。 专家组采取听
取汇报、 审核资料、 查看现场、 个别访谈
等形式， 从基本条件、 培训管理、 培训质
量、 保障措施及加分项目等方面进行了评
估复审， 认为该院高度重视基地建设、 投
入较大、 措施有力、 成效明显， 达到了助
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建设要求。

据悉，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工作通过招
收 3 年制大专学历医学院校毕业生， 再进
行 2 年规范化培训 （习称 3+2 模式）， 培养
扎根乡镇和社区的全科医生， 为群众提供
预防、 医疗、 保健、 康复、 健康教育、 计
划生育技术指导等服务。 2016 年 9 月， 湖
南省卫计委首批认定 30 家助理全科医生培
训基地， 衡阳市仅常宁、 耒阳两家人民医
院位列其中。

������本报讯 （通讯员 徐伍莲 张科） 7 月
26 日， 隆回县中医医院院班子成员及中
层骨干在门诊五楼会议室， 一起观看了
《将改革进行到底》 的纪录片， 重点观看
了第七集 《强军之路》 （上）。 该集系统
阐释了习主席改革强军战略思想， 深入解
读了我军这一轮整体性、 革命性变革的时
代背景、 战略考量和重大举措， 生动展示
了我军改革重塑的全景画卷、 巨大成就和
崭新风貌。 大家观看之后， 深受鼓舞， 决
心立足本职， 尽职尽责为病人服务， 为人
民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 段吉祥 段隆强) 7 月
8 日起， 株洲市茶陵县县委政法委先后委派
综治办、 维稳办、 公安、 交警、 卫计局等
执法人员组成专门队伍对全县民营医院、
部分乡镇卫生院进行逐个检查、 抽查。

此次突击检查重点针对平安医院创建
标准， 督促检查、 指导平安创建。 采取明
查暗访医院内部治安保卫制度和夜间安全
巡查台账记录， 以及监控装置， 充分了解
掌握医院有无医疗纠纷和涉医群体性事
件。 截至目前， 突击检查民营医院、 部分
乡镇卫生院共 21 家， 检查中发现个别单
位的综合治理、 平安创建工作计划 、 方
案、 措施等不够全面， 有待改进完善。

当心病毒性脑膜炎偷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