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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赵锦 ) 立
冬后， 冷空气影响频繁。 长沙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提醒
人们 ： 冬季是流感的高发季
节， 要坚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注意防寒保暖， 重点人群应尽
早接种流感疫苗进行预防。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 传染性
强、 发病率高， 容易引起暴发
流行。 其典型的临床特点是急
起高热、 显著乏力、 全身肌肉
酸痛， 鼻塞、 流涕和喷嚏等上
呼吸道症状则相对较轻。 流感
能加重潜在的疾病 (如心肺疾
患)， 或引起继发细菌性肺炎、

原发流感病毒性肺炎， 老年人
以及患有各种慢性病、 体质虚
弱者患流感后容易出现严重并
发症。 流感的预防关键是勤洗
手， 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卫
生； 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帕或
纸巾掩住口鼻， 避免飞沫污染
他人； 流感患者在家或外出时
应戴口罩， 以免传染他人； 注
意通风换气， 保持室内空气新
鲜； 在流感高发期， 尽量不到
人多拥挤 、 空气污浊的场所。
同时， 还要注意均衡饮食、 适
量运动、 充足休息， 避免过度
疲劳。

专家提醒， 接种流感疫苗

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方法。 流感
病毒容易变异， 因此每年的疫
苗成分会有差别， 每年都应接
种流感疫苗 。 接种疫苗 2 周
后， 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
体 。 长沙 2017 年度流感疫苗
接种工作已启动， 市民可前往
各正规预防接种门诊自愿、 自
费接种， 以下易感人群建议尽
早接种 ： 6 月龄以上的儿童 ；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患有疾病
在感染流感后容易发生并发症
的高危人群 ； 医务人员 ； 儿
童、 老人及患有疾病人群的家
庭接触者和护理者； 幼儿园和
托儿所工作人员。

������本报讯 ( 通 讯 员 张
莹) 11 月 8 日至 11 日， 湖
南光琇医院邀请美国专家
为长沙市残联管辖范围内
多家康复机构的专业人员
举办 “地板时光” 专项公
益培训。 著名生殖医学与
医学遗传学家、 湖南光琇
医院董事长卢光琇教授表
示 ， 0-6 岁是自闭症治疗
“黄金期”， 患儿家长一定
要在 “黄金期” 期内及时
干预治疗， 寻求专业康复
机构的帮助。

美国阿肯色州西北医
学中心新生儿科主任 、 湖
南光琇医院特聘儿科主任

林波介绍， 所谓 “地板时
光”， 就是坐在地板上和自
闭症儿童互动， 让孩子通
过游戏互动和行为互动来
学习，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建立眼神 、 逻辑、 语言以
及情感之间的交流。

“许多自闭症孩子沉浸
在自己的世界， 家长不一
定非得单方面把他们拉出
来， 可以试着融入他们的
世界。” 林波介绍， 这是一
种发展取向 、 注重个体差
异、 以关系为基础的工作
模式。 “地板时光” 目前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
传播， 也被广泛使用。

����� “叶医生， 我用了 6 个月的莫
西沙星， 现在开始用左氧， 疗效会
有变化吗？” “叶医生， 你明天上
班吗？ 我的药吃完了， 打算明天来
复查。” 在湖南省胸科医院内二科
叶星明医生的杏仁微信工作平台
上， 这样的留言每天都有， 王女士
就是 “叶医生微信群” 的一位受益
者。

今年 5 月， 王女士被确诊患有
结核， 在上网搜索资料的时候， 看
到了叶医生在杏仁医生的公众网页
里的微信号， 便向叶医生咨询。 叶
医生在了解了王女士的病情后， 与
王女士加为微信好友， 并耐心地向
王女士解释病情， 鼓励王女士正确
面对疾病。 随后， 王女士到该院接
受治疗期间， 每次药物调整， 叶医
生都会主动在微信上询问王女士用
药感受， 王女士也会及时把自己的
情况通过微信告诉叶医生。 在叶医
生的关心和治疗下， 如今王女士的
病情已经明显好转， 她也早已把叶
医生当做朋友和家人。

为了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该院内二科的医生， 通过建立杏仁
医生微信号， 为数千名结核病患者
提供网上问医， 这一方便患者随时
网上问医的举措， 受到了广大患者
的好评， 被称为是 “用微信架起的
医患心灵之桥”。

通讯员 罗玉玲 杨正强

��������11 月 8 日， 在邵阳市隆回县中医医
院骨伤四科病房， 术后第八天的 96 岁老
人廖秀菊与前来查房的医护人员谈笑风
生。 老人 10 年前曾因右股骨颈骨折接受
过右股骨头置换术， 近几年跌倒过多次，
致腰椎、 肋骨等多处受伤。 前不久老人
又因摔伤左髋部入住该院。 该院党支部
书记刘子山和骨伤四科主任谭克良等骨
伤科主任医师， 在为老人进行全面检查
并控制好高血压和肺部感染等内科疾患
后， 带领手术团队在腰麻下为老人成功
施行了“左股骨头置换术。

通讯员 徐伍莲 张科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罗小青） 近日， 株洲醴
陵市来龙门街道马放塘社区的 “健康小屋” 正
式启用。 不仅方便万余名群众在 “家门口” 享
受健康服务， 还可促使广大市民转变健康理
念， 平时也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 未病防病。

马放塘社区位于该市城区的中心地段， 辖
区内居民上万人。 “健康小屋” 内， 设有身高
体重测量仪、 血压计、 血糖仪等设备， 安排专
业医务人员定时、 定点开展义诊， 并为老年人
建立健康档案， 为群众提供更优质、 便捷的健
康服务。 据了解， 该市还计划在有条件的社
区， 打造 5 个 “健康小屋”； 此外， 还将设立
53 个 “健康自助检测点”， 培训社区工作人
员， 掌握基本血压、 血糖等相关检测知识， 让
健康服务在醴陵社区全覆盖。

�����本报讯 (通讯员 符晓鸣 袁桂湘 满峰) 10
月 29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推进会在吉首市召开， 会议传达全
国、 全省医改工作会议和全省健康扶贫会议精
神， 部署推进全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近年来， 湘西积极推进医改工作， 把医疗
救助帮扶纳入精准扶贫脱贫 “十项工程” 惠及
困难群众， 分级诊疗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加入
“三明联盟” 完成阶段性任务。

此次会议强调， 要充分发挥医保对药品生
产流通企业、 医院和医生的监督制约作用。 要
归集部门资金， 统筹用于精准扶贫医疗救助帮
扶， 确保困难群众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
90%以上、 特困患者全额报销。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惠） 近日， 湖南省爱
卫会组织的专家考核组一行对常德市武陵区
“灭鼠灭蟑先进市” 称号进行复核。 考核组一
致认为， 武陵区灭鼠灭蟑巩固工作成效显著，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各项现场检
查的相关指标达到了全国爱卫会和 《湖南省病
媒生物防治工作督导评估办法》 的有关要求。

此次复检以现场测评为主， 测评内容为单
位面积内鼠迹、 蟑迹是否符合国家卫生城市病
媒生物防制 C 级标准， 测评点包括机关单位、
酒店宾馆、 医院、 商场超市、 学校、 公园、 公
厕 （垃圾中转站） 等 11 类， 遍布全区 11 个街
道， 共计 130 个迎检测评点， 2 个专家组共计
1 天半时间对所有测评点进行了专业测评。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承嫔） 近日， 家住怀
化洪江市太平乡黎溪村的周爷爷成功申请到了
尘肺病的医疗救助， 提起政府这项医疗救助政
策， 他言语中满是感激。

今年来， 洪江市通过摸底调查走访， 查出
疑似尘肺病患者约 640 余人， 经怀化市疾控中
心鉴定， 282 人获尘肺病临床诊断。 洪江市卫
计局、 人社局等五家单位， 按计划、 有步骤、
分批次地对救治对象实行基本医疗救治， 首批
救治对象 87 名， 由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疗救
助资金和患者共同支付， 在指定医院进行住院
治疗。 其中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低保对象的
救助患者， 救助资金按 100%的比例予以救助；
其他患者救助资金按照 80%的比例救助， 救助
资金不超过 5000 元/年/人。

重点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96岁老人第二次成功“换骨”

������本报讯 （通讯员 段
斌） 11 月 10 日 ， 湘潭市
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在湘潭
市第一人民医院宣读了市
医学会的批复文件， 宣布
湘潭市成立眩晕医学诊疗
质量控制中心， 并将 “湘
潭市眩晕医学诊疗质量控
制中心” 授牌匾授予湘潭
市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神 经 内
科。

据悉 ， 眩晕医学作为

一门崭新的学科， 是从全
方位的角度提高人民健康
的质量。 该院 自 2014 年 7
月成立湘潭市眩晕工作室
以来， 先后派 7 名医生到
北京武警总医院眩晕病研
究所进修学习， 提高眩晕
诊疗水平， 并从美国引进
先进设备， 精准治疗眩晕
疾病， 该院每年诊治眩晕
病人 3000 余例， 受到同行
业肯定与病友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