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管华林） 9 月 30 日， 衡阳
市珠晖区广东路街道临江社区发生的突发事件
中受伤的 9 名群众， 经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全
力救治， 8 名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 伤情逐步好
转， 其中 1 名因伤势严重， 心肺复苏术后并严
重颅脑外伤而致脑死亡。

9 月 30 日晚 7 时许， 衡阳市珠晖区发生了
一起一名青年男子持刀砍人事件。 衡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闻讯后， 立即启动应急救护预案， 院
长黄志坚、 副院长崔秀涛现场指挥， 快速调集
参战医务人员， 急诊科、 骨科、 神经外科等临
床、 医技科室主任及医护人员 30 多人， 火速赶
到急诊科， 积极参加救护伤员大行动， 验伤、
分诊、 医学检查、 建立静脉通道、 给氧、 清创
缝合、 备血输血……将 9 名负伤患者分别护送
到相关临床科室救治。

据急诊科副主任杨长勇介绍 ， 当天晚上 ，
连续救治受伤人员 10 人 （含犯罪嫌疑人）， 其
中重伤 3 人， 轻伤 7 人， 手术治疗一直持续到
次日凌晨 4 时 10 分。

连续 6 天主持救治工作的重症医学科主任
魏红江介绍说， 58 岁的伤者熊衡露， 自 10 月 1
日凌晨 4 时多从手术室送至重症监护病房以来，
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尽管医院对其进行全
市大会诊、 实施最佳的治疗方案， 由于患者系
心肺复苏术后， 加上颅脑外伤严重， 始终没有
脱离生命危险， 完全靠机械辅助来维持生命体
征。 10 月 5 日， 患者病情出现恶化， 呈现脑死
亡状态。 在这种求生无望的情况下， 患者家属
毅然作出一种选择， 尊重患者生前遗愿， 将其
转往南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实施了肝脏、 肾脏、
角膜捐献手术， 用这样特殊方式实现了 “帮助
他人、 延续生命” 的夙愿。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石
荣） 10 月 10 日是第 26 个世界精神
卫生日， 今年的主题是 “共享健康资
源， 共建和谐家庭”。 湖南省第二人
民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 与长沙师
范学院联合开通远程心理咨询点， 探
索 “校+医” 联动机制， 为大学生们
提供全面的心理支持和帮助。

该院心理专家张宏耕教授介绍，
大学生中既往有心理或精神疾病， 家
族或近亲有精神病史， 人格或性格异
常， 有重大生活、 学习、 人际关系等
天灾人祸的挫折压力， 有特殊环境影
响等， 都属于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
在他们出现感知异常 （如幻觉错觉），
怪异思维 （如偏执或妄想）， 情绪问题
（如焦虑、 恐惧、 强迫、 抑郁等）， 行
为异常 （如饮食睡眠）， 或不可理解的
行为及习惯的改变时， 老师、 同学、
家长应当引起警惕， 及时带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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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 本报讯 （通讯员 邓光明） 近年来， 邵阳市新
宁县共有流入人口 1.2万， 流出经商办企业和务工
的人口 12.1 万。 该县从分期分批组建企业计生协
会， 发展到组建多种类型的流动人口计生协会，
提高计生协会参与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水平。

据统计， 全县目前正常运作的流动人口计生
协会共 11 个， 纳入协会服务管理范围的流动人口
育龄妇女近 1.2 万人。 该县以企业为单位组建企业
计生协会， 推选分管人事劳动的副经理或副厂长
为会长， 聘请企业法人代表为名誉会长。 该县依
托在广东等地设立的异地商会等民间组织， 组织
流动到该地的人员成立计生协会， 并与当地计生
部门构建计生双向协作机构， 先后在广西、 杭州、
珠海、 惠州等地组建了一批异地计生协会。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欣钰 周红选 瞿思文） 今
年 9月， 株洲醴陵市第 24个中医药综合服务区———
枫林镇中心卫生院中医馆正式投入使用， 标志着该
市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建设进入蓬勃发展 “快车道”。

该市出台方案， 实施中医药发展 “211” 工
程， 每年列支 200 万元中医药专项经费， 培养
100 名中医药适宜技术人员， 实现中医药综合服
务区 （中医馆） 10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

醴陵市卫计局党委书记、 局长邓少仁表示，
在全市中医药发展方面要完善服务条件， 加强人
才培养， 规范质量监控， 提升临床应用， 健全中
医药发展体系， 打造 “五名工程” （名院、 名
科、 名医、 名方、 名药）， 全面深化中医药综合
改革， 全面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流动人口计生协服务流动人口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媛媛
杨善军） “这么好的医疗政策，
大大减轻了我家的经济负担。”
近日， 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大
城湾村刚出院的村民易法群在
自家小院里边散步边说。

8 月底， 38 岁的易法群身
体突然感到不适， 随即被送往
石门县人民医院 。 经检查确
诊 ， 易法群患有腰椎盘突出
症， 需立即住院治疗， 但因家
庭贫困 ， 面对高昂的医疗费
用， 她却步了。

“最初有放弃治疗的打
算 ， 最后还是健康扶贫帮了
我， 不然我也住不起院。” 易
法群满怀感激地说， “我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 ， 现在实施了
‘先诊疗后付费 ’ 的好政策 ，
让我入院时没交一分钱。 病好
后在医院一站式窗口结算时，

由于有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商
业保险、 ‘扶贫特惠保’、 健
康扶贫救助基金， 比我预想的
医疗费用少了一半多！” 易法
群的医疗费用一站式结算单显
示， 此次住院 26 天， 医疗总
费用为 38971.81 元 ， 报销总
金额为 27280 元。

据统计， 常德市扶贫部门
建档立卡的 44.3 万贫困人口
中， 因病致病、 因病返贫的有
20.21 万人， 占贫困人口总量
的 45.62%， 因病致贫 、 因病
返贫是该市贫困人口的主要原
因。 为此， 今年 8 月， 常德市
在石门县召开健康扶贫现场推
进会， 下发了系列文件， 推动
健康扶贫工程深入实施。 全面
落实 “大病集中救治一批、 慢
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 重病兜
底保障一批” 的工作要求， 坚

持筑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 、 大病商业保险 、 “扶贫
特惠保”、 民政医疗救助、 健
康扶贫专项救助基金 “五道
防线”， 帮助贫困群众就医能
够少花钱、 尽量不花钱。

现在， 石门县贫困人口的
健康状况和患病就医的救治
情况大为改善 ， 基本实现了
“平时少生病、 看病少花钱 、
大病有救助 ” 的目标 。 截至
目前， 石门县共有 2 万多人次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含五保、
低保对象 ） 在县内住院享受
“一站式” 结算， 共发生医疗
费用 7443 万元 ， 报销费用
4708 万元， 享受医保优惠政
策待遇共 798 万元； 民政医疗
救助方面 ， 共计救助农村贫
困人口 8425 人， 发放救助资
金 711.5 万元。

常德构建五道防线遏制因病致贫

������郴州市北湖区将家庭医师签约与走
访慰问计生特殊对象相结合， 按每名对
象 600 元的标准发放慰问金， 共为 406
名签约对象发放慰问金 24.36 万元。 图
为 9 月 26 日， 北湖区石盖塘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到计生特殊家庭
走访慰问， 并开展免费诊疗。

通讯员 彭国平 摄影报道

走访慰问
计生特殊家庭

“校 +医”联动
护航大学生心理健康

������本报讯 （通讯员 袁
建国 谢本国） 娄底市新
化县荣华乡芳溪村 11 组
村民张素 （化名）， 今年
52 岁 ， 生育两个小孩 。
近几个月来， 她忽然发现
右侧乳房上有肿块， 并偶
尔伴有疼痛， 因为家里
有大量农活要干， 没去
医院进行系统检查 。 经
上门服务的新化县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医护人员普查后发现异
常， 初步诊断为疑似乳
腺癌， 建议张素立即去
大医院进行确诊 。 这是
该县计生协组织医疗机
构开展健康扶贫的一个
工作缩影。

近年来 ， 新化县卫
计系统启动 “健康新化”
工程， 把健康与扶贫有
机结合起来， 由该县计
生协会牵头， 联合县妇
幼保健中心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 荣华乡卫生院
等单位带着血压计、 B 超
机、 常用药品深入精准扶
贫帮扶村———新化县荣

华乡芳溪村 ， 开展精准
扶贫义诊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 ， 医护
人员认真地为每一位就
诊的群众进行检查 ， 细
心把脉问诊 、 量血压 、
测视力 、 测血糖 、 做 B
超， 详细回答村民疑问，
免费为群众提供所需药
品， 并认真交代服药剂量
和注意事项。 共为 283 名
已婚育龄妇女提供了 “三
查一治” 服务， 检查出疑
似乳腺癌病例 2 例， 查出
妇科病患者 152 例， 为患
者发放了医疗药品， 进行
了初步治疗， 对病情稍严
重的患者给出了去上级医
院进行检查治疗的意见和
建议； 同时， 为全村 400
余名群众进行了血压测量
等常规检查， 对查出患有
高血压、 五官科疾病和皮
肤病的患者发放了治疗药
品。 据悉， 此次 “健康扶
贫” 服务活动， 县计生协
会投入生育关怀资金10
万余元 ， 发放常规医疗
药品 5 万余元。

健康扶贫进山区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全力救治受伤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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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建设步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