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周锦艳） 7 月 18
日， 衡阳市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宣传月” 活动启动仪式在蒸湘区
蒸湘街道举行， 此次宣传月以 “基本
公共卫生 ， 我服务你健康 ” 为主题 ，
目的是为了传播健康知识， 倡导健康
理念， 提高基本公卫服务项目的公平性
和可及性。

活动现场， 衡阳市中心医院、 蒸湘
区人民医院、 蒸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 7 家医疗机构的专家为老百姓 “送
医、 送药、 送健康”， 现场义诊 2000 余
人次， 免费赠送价值 2 万余元药品。

健康
孕育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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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朱敏 陈静） 7 月
25 日， 长沙市卫计委、 市计生协在浏阳
市经济开发区召开全市工业园区流动人
口健康促进现场会， 安排部署工业园区
流动人口健康促进 “十百千万” 工程。

据悉， 长沙市工业园区新市民健康
促进 “十百千万” 工程， 着眼于以工业
园区为龙头， 通过选择十个左右基本公
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免费提供给辖区内
企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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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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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制万册符合流动人口
健康需求特点的 《长沙市新市民健康读
本》 发放到工业园区， 使健康关爱真正
让企业员工受益。

长沙推进工业园区
新市民健康促进“十百千万”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 姜德宴 何勇辉）
近日， 从 《全国爱卫会关于命名 2014-
2016 周期国家卫生县城 (乡镇 ) 的决
定》 中获悉， 永州市宁远县被正式命名
为 “国家卫生县城”。

近年来， 宁远县紧紧围绕国家卫生
县城创建这个中心， 不断完善硬件设
施， 县爱卫办、 卫计委、 计生协、 疾控
中心等职能部门认真履职， 扎实有效开
展工作， 充分发挥创卫主力军作用， 使
全县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群众卫生意识
持续增强， 连续三年荣获湖南省城乡环
境卫生整洁行动 “十佳县” 荣誉称号。

宁远县命名为
“国家卫生县城”

������本报讯 （通讯员 孟天笑） 7 月 22
日， 邵阳市中心医院儿童康保中心举办
以 “圆孩子一个长高梦” 为主题的健康
教育交流活动， 近百名家长和小朋友参
加活动。 儿保医生肖惟引为大家讲解矮
小症的病因、 诊断及治疗方法， 让现场
的家长们对矮小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专家指出， 导致矮小的病因有很多
种， 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生长激素
缺乏， 如垂体性侏儒、 脑外伤、 肿瘤
等； 另一种是非生长激素缺乏， 如宫内
发育迟缓、 性早熟、 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等。 儿保医生建议从出生开始就应该对
孩子进行定期的健康体检， 发现问题到
正规医院接受治疗。

圆孩子一个长高梦

������都说孩子是父母心头肉 ，
是家庭的希望所在 。 对于长沙
市天心区居民何女士一家来说，
在失去独子后 ， 再一次迎来了
他们的爱情结晶———一对双胞
胎女儿， 让几近绝望的家庭重
新燃起了希望。

“真的非常感谢毛主任， 是
您精湛的医术和优质服务 ， 让
我再一次如愿以偿当妈妈。” 7
月 20 日 ， 49 岁的何女士与 52
岁的丈夫刘先生抱着快 2 岁的
一对双胞胎女儿 ， 来到湖南省
计划生育研究所 （湖南省生殖
医 学 专 科 医 院 ） ， 看 望 该 所
（院） 生殖中心主任毛增辉， 满
心的喜悦写在脸上。

2012 年， 何女士夫妇 19 岁
的独生儿子在战备训练时牺牲，
遭受中年丧子之痛的夫妻俩， 精
神几乎崩溃。 2 年后， 何女士从
长沙市天心区卫计局了解到 “爱
心助孕特别行动” 项目在长沙已
开始启动， 夫妻俩看到了曙光，

于是， 前往市内多家大医院体
检， 开始积极备孕。 然而， 两人
已人到中年 ， 自然怀孕十分困
难。 作为湖南省 “计划生育爱心
助孕特别行动” 的服务对象， 他
们在天心区桂花坪街道卫计工作
人员的陪同下， 来到湖南省计划
生育研究所 （湖南省生殖医学专
科医院） 接受试管婴儿助孕。

“当听到何女士夫妇向我哭
诉他们中年丧子的痛苦， 并迫切
想要再生育的愿望时， 我的心情
十分沉重， 作为医生， 我想尽最
大的努力来帮助这对夫妇。” 毛
增辉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当时 46 岁的何女士卵巢及
子宫内膜的质量都很差， 每次来
医院都忍不住哭泣， 情绪非常不
稳定， 毛增辉和她的团队耐心地
为何女士做心理辅导， 并为她精
心调理身体。 在何女士身体和心
理调整恢复到最佳状态的前提
下， 毛增辉为何女士实施了 “一
对一” 的个体化试管婴儿辅助治

疗， 不久， 何女士再次怀孕， B 超
显示双胎妊娠。 2015 年 7 月， 何
女士经剖腹产顺利生下双胞胎女
儿。 毛增辉动情地说： “能为计生
特殊家庭带来新生， 带来美满与幸
福一直是我们团队努力的方向。”

长沙市天心区卫计局副局长董
锡娜介绍， “爱心助孕特别行动”
纳入天心区委、 区政府的民生实事
工程， 每年预算 50 万元， 保障该
项目的开展。 并制定详细不孕不育
义诊方案， 联合湖南省计划生育研
究所等医疗机构加大项目的推进力
度。 同时， 提高补助标准， 优惠援
助项目爱心卡补助由原来的 2400
元调增到 3000 元； 另一方面不限
定定点医疗机构， 给服务对象更多
的选择。 所有符合条件的不孕不育
家庭都可以享受优惠援助服务， 即
援助不孕不育发放价值 3000 元的
爱心卡； 计生特殊家庭试管婴儿助
孕 42000 元/夫妇； 人工受精助孕
6000 元/周期/夫妇。

本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 彭煜

失独母亲再一次当妈妈

������本报讯 （通讯员 罗莉娜）
现年 59 岁的周智仁和妻子黄月
英， 都是株化集团的退休职工。
夫妻俩携手献血十二年 ， 前不
久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金奖。

在株洲市中心血站清石献血
屋， 每天都能看到身穿红色马
甲的一群人在忙碌着， 他们是
献血志愿者服务大队清石分队
的志愿者队员， 而周智仁就是
这个团队的领头羊。 通过几年
的努力， 清石献血屋志愿者服
务分队从原来的 5-6 个人， 发
展到现在的 33 个人， 每天保证
献血屋随时有志愿者服务 。 周
智 仁 、 黄 月 英 夫 妇 经 常 说 ：
“我们的血液， 可以挽救更多人
的生命， 这比什么都有意义。”

2015 年 1 月 27 日， 天元区
25 岁的代课女教师唐芬突发病
毒性心肌炎， 引致重症败血症，
急需 B 型血血小板， 心急如焚
的家人向社会发出了求助 。 得
到消息后， 血型相符的周智仁
立马放下手头上的事 ， 赶到了
市中心血站为唐老师捐献 2 个
单位的机采血小板。 每次只要
一接到 “有患者需要 B 型机采
血小板” 的通知， 他们都会在第
一时间赶到， 风雨无阻。

结婚三十五年， 携手献血十
二年， 一路走来， 周智仁、 黄月
英成为一对名副其实的 “无偿
献血模范夫妻”。 自 2005 年至今
黄月英累计献血达 79 次， 周智
仁也累计献血达 70 次。

夫妻携手献血
十二载

������7 月 23 日，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暑期大学生
“情牵脱贫攻坚” 主题实践活动启动仪式， 由 22 名老师和 44
名学生组成的实践团队奔赴张家界市桑植县 12 个贫困乡镇，
开展为期 15 天的走访调研、 精准识别和精准退出、 档案管理
和挂图作战、 抓党建促脱贫等主题活动。 图为 7 月 25 日， 学
生走访村民。 通讯员 李姝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邹巧王春来）
“不错， ‘门诊一卡通’ 很好，
有了它看病方便多了， 一张卡可
以看病、 缴费、 取药、 做检查，
不需要重复排队了 。” 7 月 26
日， 刚刚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永顺县人民医院门诊诊室看病
出来的一位大爷高兴地说道。 笔
者了解到， 该院 7 月 13 日正式
启动 “门诊一卡通” 系统， 成为
全县第一家实施 “门诊一卡通”
就诊模式的医院。

据该院负责人介绍， “门
诊一卡通” 集就诊、 检查、 治
疗、 划价、 交费、 取药、 信息
查询等多功能于一卡， 缩短看
病流程， 节约就医时间， 及时
结算、 方便快捷， 能有效缓解
百姓 “看病难”。

截至目前， 该院已经办理
“门诊一卡通 ” 9100 余张 ， 患
者感受到了 “门诊一卡通” 在
就诊过程中带来的快捷和方便，
受到患者及家属好评。

情牵脱贫攻坚

“门诊一卡通”缓解“看病难”
宣传基本公卫服务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