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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淦） “是你
们的不懈努力， 才使我的妻儿幸运地
从 ‘鬼门关’ 前抢救过来， 衷心感谢
湘乡市卫计局领导、 市妇幼保健院医
护人员！” 近日， 湘潭湘乡市卫计局
门口张贴了一封感谢信。 这封信的主
人公叫周小平， 株洲市茶陵县人， 妻
子成曼微， 家住湘乡市山枣镇。

2016年底， 周小平的妻子怀孕了，
经检查孕育一对双胞胎， 一家人非常高
兴。 但是， 在湘乡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检
查时发现， 孕妇患严重高血压、 蛋白
尿、 中度子痫前期。 因年纪轻， 又是头
胎， 夫妇俩对中度子痫前期这个病一直
没放在心上。 7 月 7 日凌晨 3 时左右，
成曼微突然病情恶化， 出现了意识障
碍、 嗜睡等症状。 湘乡市妇幼保健院
当班医护人员发现后， 一边抢救， 一
边向湘乡市危重孕产妇抢救领导小组
汇报。 接到报告后， 湘乡市卫计局立
即组织全市医疗专家迅速对孕妇展开
抢救， 通过广大医务人员通宵达旦的
一夜奋战， 终于化险为夷， 母子平
安， 三条生命保住了。 出院之前， 周
小平特意写了一份长长的感谢信， 由
衷地表达自己心中的喜悦和感激之情。

感谢信背后的三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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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她是一位失独母亲， 却用
爱带领 20 多位失独母亲走出
了阴霾。 2015 年， 她荣登中
国好人榜， 并获全国百佳志愿
者、 湖南省最美志愿者、 郴州
市助人为乐模范等系列殊荣。
她， 就是郴州市苏仙区计生协
志愿服务队队长首嫣嫣。

15 年前， 首嫣嫣的独生
女不幸去世， 首嫣嫣的家庭成
了失独家庭。 通过不断的心理
疏导 ， 她慢慢走出了心理阴
影。 2012 年， 在她的倡导下，
苏仙区成立义工协会， 首嫣嫣
任首任会长。 2017 年 ， 苏仙
区计生协志愿服务队成立， 她
被聘任为首任队长。 首嫣嫣把

失独家庭作为志愿服务的重点
关注对象， 带领志愿服务队员
给予她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用
真挚的爱心和微笑渐渐驱走她
们心中满布的阴霾。

首嫣嫣有个档案盒 ， 盒
子里装的是城区 20 多位失独
母亲的详细信息 。 每位母亲
的实际情况， 她了如指掌。 杨
家坪社区的余启英， 丈夫和儿
子相继去世， 儿媳改嫁， 只留
下一个 15 岁的孙女与她相依
为命。 后来余启英又被查出肝
硬化。 首嫣嫣经常给她送去医
疗卡、 米、 油等。 去年 5 月，
余启英的孙女因不想读书而离
家出走 ， 十来天不见人影 。

心急如焚的余启英第一时间想
到了首嫣嫣 ， 向她求助 。 接到
电话后 ， 她第一时间赶到余启
英家劝慰 ， 并发动所有义工通
过上网联络 、 发寻人启事 、 找
孩子的同学打听等方式寻找 ，
终于把孩子找回。

63 岁的失独母亲郑美春 ，
半边瘫痪， 老伴已去世， 唯一的
姐姐又在外地 。 老人无固定收
入， 靠低保救济。 首嫣嫣每个月
都去好几次， 帮老人搞卫生， 关
注老人的衣食住行， 是首嫣嫣的
“必修课”。 隔三差五拉上志愿服
务队员给郑美春老人做饭， 让她
感受家的温暖。

通讯员 胡光辉 黄桂姣 杨小辉

������本报讯 （通讯员 严美元） 近年来， 常德
市鼎城区逐步完善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 ，
为特殊困难家庭提供养老保障， 维护计划生
育家庭的合法权益。

该区对于年满 60 周岁的计生特殊困难家
庭对象， 符合城市 “三无”、 农村 “五保” 条
件的， 均纳入城市 “三无” 和农村 “五保”
供养范围。 自愿集中供养的， 优先安排到城市
社会福利院和农村敬老院集中供养； 不愿集中
供养的， 按有关规定做好分散供养。 对计生特
殊困难家庭中生活长期不能自理、 经济困难的
老年人每月发放不低于 100 元的护理补贴， 或
将其纳入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的范畴， 提供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或开展日间照料服务。

常德鼎城：
为计生特殊家庭提供养老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 舒晓东 吴元满 王锟波）
9 月 1 日， 怀化市诚信计生工作推进会在溆浦
县召开， 着力打造诚信计生工作 “升级版”。

会议要求， 各级各部门切实把诚信计生工
作完善好、 提升好、 发展好。 要突出抓好 “五
化”， 即服务契约化、 评议民主化、 管理信息
化、 奖惩系统化、 宣传精细化； 突出抓好 “五
结合”， 与精准扶贫、 产业发展、 文明创建、
创新社会管理、 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 诚信计
生工作涉及面广、 影响范围大， 各级各部门凝
聚强大合力， 夯实基层基础， 强化督查考核，
营造浓厚氛围， 大力宣传诚信计生典型和工作
经验， 确保诚信计生工作落地见效。

怀化市：
打造诚信计生工作“升级版”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呼啸） 近日， 家住岳
阳市湘阴县文星镇江东社区的失独家庭对象陈
再泉从该县计生协会负责人手中接过因病住院
理赔的 6000 元现金时，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今年来， 湘阴县计划生育协会以 “关爱特
殊家庭、 构建和谐计生” 为出发点， 投入资金
8.53 万元， 为全县 568 名计生失独家庭对象与
计生手术并发症对象每人买了一份计生特殊家
庭综合保险。

岳阳湘阴：
568 名计生特殊对象获保险保障

情系失独家庭

������近日， 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道卫计办、 街道计
生协联合娄星区妇幼保健院、 长青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对辖区内的 48名高危孕产妇进行上门跟踪服
务， 确保已经怀孕的育龄妇女均可在孕 9-13 周进
行一次产前筛查， 孕 15-20 周免费上门进行一次产
前筛查。

通讯员 肖俊文 贺英 摄影报道

为孕妇上门医疗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煜 ）
近年来，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
所 （湖南省生殖医学专科医
院） 出台具体举措， 坚决纠正
医药购销、 医疗服务等方面的
不正之风 ， 提升医院服务质
量， 推动医院持续健康发展，
医院风清气正。

该所 （院） 通过组织召开
动员大会和开辟宣传栏等形
式， 组织全体职工学习党中央
“八项规定” 和全省卫计系统
“十项规定” 以及 《医疗机构

从业人员违纪违规问题调查处
理暂行办法》 等文件， 增强干
部职工法制观念和自我防范意
识， 筑牢抵制商业贿赂的思想
道德防线。

在药品、 医疗耗材、 设备
采购和基建工程的招标等高危
环节， 该所 （院） 制订了药品
购进流程， 医院所有药品、 医
用耗材、 器械全部实行公开招
标， 招标采购率 100%， 确保
药品质量和医疗器械质量， 从
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同时，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湖南省生殖医学专科医院 ）
进一步落实医疗服务信息公示

制度， 定期公布医院相关信息，
接受患者监督； 广泛听取社会意
见， 公布举报电话、 来信地址和
电子信箱， 接受社会监督。 定期
组织人员深入门诊住院部和各服
务窗口， 采用暗访和问卷等方式
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 设立多种
投诉和举报途径， 让广大群众参
与监督。

通过扎实开展行风建设， 该
所 （院） 医患关系得到改善， 执
业行为得到规范， 服务质量明显
提高， 医院形象不断提升， 已形
成 “全流程、 全环节、 常态化”
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
正之风的良好工作氛围。

规范执业行为 医院风清气正

������本报讯 （通讯员 郭名勇） “前几天， 县里
出台文件再次提高了农村计生家庭奖励扶助标
准， 从今年开始， 我每年能领到 9360 元了， 生
活有了基本保障了。” 近日， 家住郴州市桂东县
沤江镇的计生特殊家庭陈阿姨乐呵呵地说。

该县出台 《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
向机制的补充规定》， 再次提高了计生家庭奖
励扶助标准：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标准， 在国家每人每年 960 元的基础上， 县
级提标部分从每人每年 480 元提高到 840 元；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
奖励扶助标准， 在国家每人每年 3840 元的基
础上， 县级提标部分从每人每年 3600 元提高
到 4320 元；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独生子
女死亡家庭） 奖励扶助标准， 在国家每人每
年 4680 的基础上， 县级提标从每人每年 4200
元提高到 4680 元； 符合国家农村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助条件， 年满 55 周岁的夫妇奖励扶
助标准， 从每人每年 500 元提高到 600 元。

郴州桂东：
计生特殊家庭每年可领奖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