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曹景锋）
11月 29日， 长沙市开福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召开 “明厨亮灶” 工程推进会。 会议强调，
加快全区 “明厨亮灶” 工程建设进度， 2017
年底在全区大中专院校食堂、 中小学 （幼儿
园） 食堂、 大型及以上餐饮服务单位装上监
视设备， 确保 “明厨亮灶” 实施率 100%。

会议要求，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餐饮
服务安全监管科和各街道食品药品监督所把
“明厨亮灶” 工作与行政许可、 风险等级评
定、 日常监管、 诚信建设、 示范创建、 信息
公示工作相结合， 全面推动 “明厨亮灶” 工
程规范有序开展。 通过报纸、 广播、 电视、
网络等多种途径， 广泛开展 “明厨亮灶”
工作宣传， 动员餐饮单位全面参与。 当天到
会 197 家单位 80 余家现场签订了 “明厨亮
灶” 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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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 “吴英， 你的移植配型成
功啦 ， 快来医院进行术前检
查。” 11 月 30 日晚 8 时左右，
当吴英接到益阳市中心医院
肾移植科的电话时 ， 她十分
惊喜。

经过两天的协调和沟通 ，
益阳市中心医院器官捐献协调
员协助一名脑死亡患者家属完
成了器官捐献意愿。 通过中国
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排
序， 身患尿毒症的吴英优先获
得移植机会。

出门前， 吴英在爸爸的灵
位前磕了头： “我要去做手术
了， 爸爸一定要保佑我！”

吴英的爸爸吴白军， 半年
前突发脑溢血被判定脑死亡，
这让吴英感觉天都塌了！ 5 年

前 ， 吴英被查出尿毒症后 ，
就一直由爸爸照顾 。 吴白军
不顾身体劳累 ， 经常工作很
晚 ， 只为了多赚一些钱给女
儿治病。 生前， 父亲就有想法
要捐一个肾给女儿， 无奈配型
失败。 “爸爸愿意救我， 也一
定愿意救别人。” 强忍着丧父
之痛， 吴英想到了为爸爸完成
捐献遗愿， 让爸爸的生命得到
延续 。 妹妹吴辉和她达成一
致意见 ， 捐出了父亲的肝肾
器官 。 此事引起了媒体的极
大关注 ， 吴英姐妹俩的大爱
精神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许多爱心人士也为吴英送去
了关怀和帮助。

据益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周玲介绍， 遗体或器官捐献者

的配偶、 父母或子女在需要接受
人体器官移植时享有优先权。 通
过各项指标综合排名， 吴英提前
获得了移植机会 。 时隔不到半
年， 等待肾移植的吴英就得到爱
的回报。 吴白军为他人奉献的大
爱， 几经轮转， 又传递到了女儿
身上。

12 月 1 日上午 9 时， 吴英在
益阳市中心医院手术室接受了肾
移植手术。 半年前， 就是在这个
手术室里， 她的爸爸吴白军曾经
捐献出一肝两肾， 为 3 位陌生人
延续了生命。 上午 12 时， 吴英
接受肾移植手术获得成功， 术后
恢复情况良好， 目前正在益阳市
中心医院肾移植科监护室接受进
一步观察。

通讯员 徐兆鸿 叶琳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敏 郑有为） 11 月
20 日， 永州市新田县计生协发出通知， 要
求各乡镇计生协排查辖区内唇腭裂患者特
别是新生唇腭裂患儿的情况并上报， 全面
掌握唇腭裂患者的数量和分布， 将免费治
疗困难计生家庭唇腭裂患者， 进一步推动
健康扶贫。

������本报讯 （通讯员 熊建平） 近日， 长沙
长好医院外科一名患者头部长了一个大囊
肿， 需做手术备皮。 剃头的时候容易伤到囊
肿里面的血管， 该院外科护士长李青拿着
剪刀、 推子剪、 梳子齐上阵， 小心翼翼一阵
忙活， 备皮成功。

由于外科危重病人住院时间长， 心理上
的创伤和自我形象的紊乱， 使很多患者不
方便去理发店。 李青主动提出来给他们理
发 ， 患者一听特别高兴 ， 他 （她 ） 们说 ：
“太好了， 谢谢你不嫌弃我们。” 如今， 只要
病房的患者有意愿理发， 李青都会抽出时
间去做， 得到了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 （通讯员 周频 傅贵 黄桂山）
“现在北湖区婚姻登记与婚前检查、 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在一起， 我们一上午就可以把
婚姻登记和一系列国家免费的体检做完 ，
下午还能赶回佛山上班 。 这一站式服务 ，
既提供方便高效的服务， 又让我们安心放
心。” 11 月 27 日， 从广东佛山回家乡领取
结婚证的何先生、 段女士满脸幸福地说。

当日， 该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乔迁至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标志着该
区在婚前医院检查、 结婚登记、 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 叶酸发放、 产前筛查和艾滋病、
梅毒、 乙肝检查 “六位一体” 一站式服务
的出生缺陷防治模式正式启动。 北湖区投
入 120 余万元将婚姻登记处整体搬迁至区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 配齐人员 ，
完善设施 ， 优化流程 ， 采取 “六位一体 ”
一站式服务模式 ， 使新婚对象一次检查 、
一次采血就完成预防出生缺陷系列免费检
查项目。

永州新田：调查摸底唇腭裂患者

郴州北湖：
“六位一体”综合防控出生缺陷

长沙长好医院免费为患者理发

父亲脑死亡捐肝肾救 3命
女儿尿毒症肾移植喜成功

大爱
轮转
大爱
轮转

������11 月 24 日， 衡阳市
祁东县黄土铺镇三星町村
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张宇顺
(右)在村口接受镇卫生院
医务人员邹军梅(左)检查。
当天， 该镇卫生院组织
20 个医护工作者， 为 86
名因病致贫村民完善健康
档案并赠送药品， 指导入
冬保健常识。
通讯员 何晓晓 摄影报道

“冬暖”贫困村民

保胆取石
名医坐诊 中西结合 专家手术
地址：长沙市韶山中路 95
号（东塘南 200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大楼 13楼普外微创外科
联系人：夏医生 13549648430

名医坐诊 中西结合 专家手术

医疗广审审查号：（湘）中医广{2016}第13-10-035号

������多年前， 我在永州市道县
小甲乡一所乡村小学教书。 有
一次上体育课， 一个小男孩打
篮球时不小心摔了一跤， 左小
腿、 左手掌擦伤出血。 我赶紧
骑上自行车带着学生到 3 公里
以外的卫生院， 请一个姓何的
医生帮助救护。

何医生包扎好伤口后， 从
办公桌上拿了一大摞报纸送给
我 ： “这是 《大众卫生报 》 ，
里面有许多卫生保健的基本知
识， 也许对你的工作有帮助。”

晚上， 借着昏黄的煤油灯
阅读起 《大众卫生报》 来。 报
中的治牙痛方、 小儿腹泻方、
治蛔虫方等一些小验方， 深深
地吸引了我。 从此， 我和 《大
众卫生报》 结缘。 在连续十年
的订阅中， 把自己认为有用的
文章、 验方偏方剪下来， 贴在
本子上， 取名叫 《卫生保健剪
报》， 一共有 10 大本， 至今还
保留着， 遇到一些保健方面的

小问题， 还要从中找答案。
后来， 我调到岑江渡中心

小学教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
一天， 时任学校工会主席王本余
带着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到学生家
里家访。 王本余突然感到头晕、
四肢无力， 浑身酸胀不自在，
还伴有呕吐现象， 非常难受。 我
认真观察、 了解情况后， 初步确
定是重感冒、 起痧了。 我为他从
头部的印堂穴开始按摩， 太阳
穴、 神庭穴、 上星穴、 百会穴，
直到脑后的风府穴、 风池穴；
再到背部的夹脊、 天宗、 脾俞、
大椎、 肩颈， 再到下肢的风市、
殷门、 足三里等等， 经过 40 分
钟的按摩， 症状得到缓解； 晚
上回到学校， 再进行了一次按
摩， 第二天， 居然好了。

2015 年， 原县人口计生委
与原县卫生局合并， 组建县卫
计委。 我负责科技教育宣传工
作 ， 又与 《大众卫生报 》 邂
逅， 旧情不忘， 再续前缘。

现在的 《大众卫生报》， 内
容更为丰富、 知识更为广博， 涵
盖了政策法规、 计生优生、 经验
交流、 健康资讯、 卫生常识、 用
药指导、 妇幼保健、 中医养身等
方面的知识。 像 《千家药方》 这
些群众喜爱的经典栏目至今还保
留着。 这里面的治中耳炎方、 治
五更泻方和治呃逆方等一个个小
验方， 百试不爽。

现在， 书柜里又新增了两本
《卫生保健剪报 》， 尤其珍贵的
是， 新增的 《剪报》 里， 有了自
己的作品。

通讯员 冯正春

再续《大众卫生报》缘

长沙市开福区：
积极推进“明厨亮灶”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