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徐兆鸿 黄军） 10 月 24
日， 益阳市安化县梅城镇计划生育协会志愿
者服务队举行成立大会。

梅城镇总人口 8.3 万余人， 其中流出人
口近 2 万人， 留守儿童 2365 人， 空巢老人
565 人， 贫困计生母亲 120 人。 镇党委、 政
府多渠道筹集生育关怀资金， 成立计生协会
志愿者服务队， 该服务队由梅城镇卫计办、
梅城镇计生协会组建， 目前共有队员 128
名， 来自梅城镇党政机关、 镇直部门站所、
村支两委干部、 老干支部、 老年协会、 个体
老板、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主要为广大育龄
群众、 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等提供生活照
料、 精神安慰、 生产帮扶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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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本报讯 （通讯员 朱雅婷） 10 月 26 日，
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路桥社区居民李先
生请假回家探亲， 正遇上社区在开展义诊活
动， 便咨询了自己的健康问题。 通过一系列
的免费检查和医生的答疑解惑， 让他对自己
的健康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 同时也意识到
男性的健康是需要自己认真 “呵护” 的。

在世界男性健康日前后， 长沙市雨花区
雨花亭街道计生协联合雨花亭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路桥社区在路桥公司大院内开展
“关注男性健康、 构建家庭幸福” 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 呼吁大家关注男性生理和心理健康。

长沙雨花区：
关注男性健康 构建家庭幸福

������本报讯 （通讯员 郭名勇） “今天， 我
签约家庭医生， 今后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基本
医疗服务……” 近日， 郴州市桂东县沙田镇
豪里村 56 岁的黄继生 （化名） 高兴地说。

在该县， 签约家庭医生， 居民可享受
到基本医疗服务， 如常见病、 慢性病的诊
治、 预约转诊等服务项目； 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 如建立健康档案、 预防接种、 老年
人、 孕产妇、 儿童以及高血压、 糖尿病等
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等。 老年人可享受
每年一次免费体格和辅助检查， 孕妇可享
产后访视； 0 至 36 个月儿童享受中医药健
康管理等项目。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近
日， 株洲市芦淞区贺家土街道
计生特殊家庭户 65 岁的刘先
生因病住院， 妻子年老体弱无
法照顾他， 只好请医院护工陪
护 23 天。 街道计生协得知后，
按照株洲市计生协推出的 “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津贴
保险” 新险种， 为刘先生送来
2300 元护理津贴。 这是湖南省
着力开展计生家庭精准帮扶的
一个工作缩影。 像刘先生一样，
株洲市计生协今年为全市 3516
名计生特扶家庭购买了护理保
险。 2017 年湖南省计生协通过
省财政资金为全省 6 万名特扶
家庭购买了计生综合保险。

10 月 26 日， 记者从湖南

省计生家庭精准帮扶座谈会上
了解到， 省计生协办公会议决
定， 筹集 1800 万元财政资金，
对部分计生家庭开展 “四有四
助”： 即有病助治、 有贫助扶、
有忧助乐、 有老助养， 解决计
生家庭生活保障、 养老照料、
医疗服务、 精神慰藉等方面的
现实问题。

据悉， 全省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将符合贫困条件的计生特
扶家庭 （以下简称扶助对象）
纳入全省健康扶贫 “三个一
批” 行动计划， 各级医疗机构
为扶助对象开通就医 “绿色通
道 ”， 优先享受咨询 、 挂号 、
检查 、 住院 、 治疗等医疗服
务， 对确需转诊对象优先提供

转诊服务， 优先享受减免医疗保
险个人出资待遇， 将扶助对象全
部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各级计生协在为扶助对象每人每
年购买 1 份保费为 150 元 （由省
财政出资） 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综合保险的基础上， 对近一年内
因大病重病住院的扶助对象， 适
当补贴住院护理费。 对符合条件
并有再生育意愿的扶助对象纳入
全省爱心助孕范围， 按照有关规
定给予每对夫妇 6000-42000 元
的补助 。 鼓励为社区高龄 、 重
病、 失能、 部分失能的计划生育
扶助对象的老年人， 提供定期体
检、 上门巡诊、 家庭病床、 社区
护理、 健康管理、 临终关怀等志
愿服务。

湖南着力开展计生家庭精准帮扶

������10 月 25 日， 长沙市开
福区清水塘街道四季花城
社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班， 来自东风
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医生与花城小学学生、
社区居民上了一堂应急救
护培训课。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肖奕 摄影报道

应急救护培训
进社区

桂东县贫困家庭都有家庭医生

安化县梅城镇：
成立计生协志愿者服务队

������在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
有一位深受百姓称赞、 同行钦
佩的衡阳名医， 他就是该院骨
科主任、 主任医师廖红波。

他从医 29 年， 担任骨科主
任 15 年， 始终爱岗敬业、 奋发
有为， 在平凡而艰苦的临床一
线， 用心血、 汗水和智慧为无数
骨伤骨病患者带来健康和幸福，
书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2016 年 6 月， 衡阳市珠晖
区某社区 83 岁的陈爷爷， 因摔
倒在地到医院检查， 发现其右
侧股骨粗隆下骨折， 右下肢缩
短了 3 厘米， 双下肢凹陷水肿，
患者同时患有冠心病、 高血压、
支气管肺炎 ， 手术风险较大 ，
廖红波带领医护人员制定详细
治疗方案， 在做好术前感染控
制、 营养改善的前提下， 为陈
爷爷顺利实施了 “右侧股骨粗
隆下骨折复位+内固定术”， 术
后未发生任何并发症， 康复治
疗 15 天就步行出院了。

近三年来， 廖红波主持骨
科手术近 2000 台次， 成功实施

人工髋关节置换、 椎管内肿
瘤切除、 截骨保膝等三类以
上高难度手术达 900 余台次。

用微创技术消除患者痛苦
2017 年 6 月上旬， 祁东

县 56 岁的村民李某， 因交通
事故负重伤被送至市第一人
民医院救治， 经检查确诊为
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并肺挫
伤， 为让患者创伤小、 出血
少、 恢复快， 廖红波主任带
领科室专家团队采用腰椎骨
折闭合复位经皮椎弓根螺钉
内固定术的微创方法， 为患
者完成了完美的手术治疗 .术
后第二天， 李某就下床走动
了， 平躺睡觉也没问题。

近两年来， 廖红波带领
骨科专家将成人 脊 柱 骨 折
经皮椎弓根 螺 钉 固 定 、 椎
间孔镜技术 、 膝 关 节 镜 技
术 、 老年骨 质 疏 松 骨 折 骨
水泥注入椎 体成 形 等 微 创
技术广泛应用于骨科各种疾
患的治疗， 已为 700 余例患
者解除了痛苦。

做一名仁术仁心的好医生
“当医生， 光有精湛的技术

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设身处地为
病人着想， 应体现人性化治疗理
念 ”， 这是廖红波一贯遵循的原
则。 以前医院治疗老年患者股骨
粗隆间骨折大多采用非手术治疗
方法， 但这种方法卧床时间长 ，
会引发压疮、 肺及尿路感染等并
发症。 在廖红波带领下骨科开展
技术创新、 攻克手术禁区， 采用
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手术、 人工
股骨头置换术、 空心钉固定术等
手术方案 ， 避免了并发症发生 ，
更利于患者尽快康复。

廖红波对每一位患者都坚持
合理治疗、 用药和专科治疗的规
范， 尽量降低患者医药费用。 他特
别关心科室医生的成长进步， 手术
操作更是用心传帮带， 经常进行示
范表演、 讲解要领、 指出不足， 充
分发挥专业团队的作用。 他经常带
领科室抓实抓细三级查房、 病案讨
论、 医疗安全、 学术讲座， 因此大
家称他是 “主心骨”、 “好老师”。

本报通讯员 管华林

让骨折重症患者重新站立

������本报讯 （通讯员 姚微） 10 月 30 日， 笔
者从永顺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获悉，
为了更好、 更加合理地服用儿童营养包， 该
县用 5 天时间顺利完成了 5 个乡镇 344 名 6
月至 24 月龄的儿童营养改善基线调查。

调查组主要对 6 月至 24 月龄的儿童开
展健康体检及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儿童基本
情况、 出生及喂养情况、 过去 24 小时食物
调查、 家长喂养与营养知识等， 同时开展了
儿童身高、 体重及血红蛋白等健康体检。

据介绍， 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是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经费， 为 6 月至
24 月龄婴幼儿免费提供营养包， 预防婴幼
儿贫血和营养不良， 提高婴幼儿健康水平。
此项目是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 第一个专为
集中边片特殊困难地区量身订制的卫生行业
扶贫项目， 对于改善儿童营养、 保障儿童健
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永顺完成儿童营养改善基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