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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老年疝气 脉管炎
静脉曲张 老烂腿
就来老年疝气与血管外科中心就来老年疝气与血管外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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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广审审查号：（湘）中医广{2016}第13-10-035号

������本报讯 （通讯员 罗煜敏） 12 月 16 日， 永
州市新田县石羊镇田心村村民宋桐付等 50 余
户村民在该县爱卫办、 镇政府的帮助下， 修建
好了三格式无害化粪池。 以前建个标准三格式
无害化粪池自已用砖砌要近 3000 元开支， 现
在全县统一用钢模一起建只要 1200 元左右，
宋桐付家按该县农村改厕政策奖补 800 元， 他
自已只花了 400 元， 就用上了干净的户厕， 既
卫生又方便， 一家人甭提有多高兴了。

近年来， 新田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改厕
工作， 由县爱卫办负责牵头组织实施， 县金穗农村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筹资 2260万元专门用于农
村改厕项目奖补， 做到专款专用； 县财政分 3年落
实 150万元乡镇农村改厕工作考核奖励资金， 连续
3年为改厕工作组每年安排 26万元户厕改造钢模
采购费和工作经费。 据统计， 截至今年 11月底，
全县统一新建三格式无害化粪池 3000余座， 新建
农村公厕 100余座， 极大改善了农村入厕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凡奇 戴亮） 12 月 11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举办 2017 年 “圆梦女孩
志愿行动” 报告会。 会上，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荣获突出贡献奖， 3 名怀化市沅陵县圆梦女孩
代表及辅导老师受邀参加报告会。

从 2013 年开始， 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开
展 “圆梦女孩志愿行动”， 湖南省积极响应号
召， 广泛动员，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切合实际
的帮扶行动。 特别是 2016 年怀化市沅陵县承
办国家卫生计生委 “圆梦女孩志愿行动武陵
行” , 组织志愿者与 65 名女孩建立一对一长期
帮扶和短期团队帮扶， 重点开展心理辅导、 家
长培训、 捐献圆梦书屋等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伏云 陈维) “你好，
我的特殊扶助金 4680 元已全部到账， 谢谢你
们的关心。” 12 月 20 日， 湘潭市岳塘区宝塔
街道卫计办接到了计生特殊对象许伯伯打来的
电话。 截至当天， 该街道已完成 2017 年度计
生奖扶、 特扶金发放。

该街道卫计办严格按照政策标准， 对辖区内
所有奖扶特扶对象进行公示， 接受群众监督， 对符
合条件的家庭应奖尽奖， 确保符合条件对象都享受
到计生奖特扶资金。 据统计， 该街道 2017 年度
农村奖扶、 特扶对象 150人， 总金额 32万余元。

湖南获“圆梦女孩志愿行动”突出贡献奖

�� �近日， 长沙县大同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与湖南省协成
消防职业培训学校合作， 在
该县泉塘街道长桥社区服务
中心开展“乐享平安” 青少
年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培训
模拟火灾烟雾现场组织大家
正确、 安全逃生。 图为培训
老师手把手指导孩子正确使
用灭火器材。

通讯员 徐亚 摄影报道

������对很多成年女性来说 ，
外用避孕药是一种杀精剂 ，
放入阴道后， 在短时间内被
阴道分泌物所溶解， 具有强
力杀死精子的作用， 同时有
的融化后扩散到阴道表面及
子宫颈口处， 形成油膜或泡
沫 ， 使精子失去活动能力 ，
起到避孕的作用。

常用的外用避孕药有 ：
壬苯醇醚栓、 壬苯醇醚凝胶
和壬苯醇醚膜。

壬苯醇醚栓 每次房事前
取一枚放入阴道深处， 放置 5
分钟后再行房事。

壬苯醇醚凝胶 每次房事

一支 ， 取注入器旋于药管口 ，
缓缓插入阴道深处， 将全部凝
胶挤入阴道即可。

壬苯醇醚膜 每次房事前取
药膜 ， 对折 2 次或揉成小团 ，
用食指将其推入阴道深处， 放
置 10 分钟后再行房事， 最大用
量每次不超过 2 张。

壬苯醇醚栓和壬苯醇醚凝
胶既有避孕的效果， 还有润滑
的作用， 尤其适合更年期前后
的妇女 ， 可以改善阴道干涩 、
夫妻生活不适的状况， 为中老
年性福生活温柔助力。

为了提高避孕效果， 使用
避孕药时切记以下几点注意事
项：

1. 必须正确使用。 除凝胶
外， 药栓及药膜放入后必须等
待 5～10 分钟后才可进行房事；

2. 必须置入阴道深处， 置
入后应避免下床活动；

3. 药膜和药栓置入半小时
后再进行房事时， 必须重新放
药； 重复房事者， 需再次放药；

4. 房事后要等 6 小时以上
才能冲洗阴部；

5.�药膜、 药栓和凝胶性状
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永州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
俞艳梅

外用避孕药为性福生活温柔助力

������本报讯 （通讯员 林兰 周
立平） 近日， 已能独立行走
的 “强直性脊柱炎” 患者张
从玉， 同前来迎接自己出院
的父母及村干部一起， 将一
面表示感谢的锦旗送到怀化
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刘
瑛手上， 感谢医院大爱妙手
拯救一位贫困残疾青年。 10
年 “木偶” 生涯， 一朝重获
新生， 张从玉有满肚子的感
谢话要说。

1981 年出生的张从玉 ，
家住怀化市中方县泸阳镇细
面垅村堵家组 。 10 余年前
起， 可怕的 “强直性脊柱炎”
使他的膝盖以上完全不能弯
曲、 股骨头坏死、 浑身麻木，
连上厕所、 睡觉都无法完全
自理， 身体几成 “木偶” ,家
境因此而陷入贫困 。 然而 ，
身残志坚的他心系幽雅兰草，
坚持 “养兰” 不言弃， 帮助

乡亲们一起创业致富。
得知他的情况后， 怀化市

第二人民医院领导、 专家决定
为他进行治疗， 帮助他恢复部
分生活和劳动的能力， 但经过
专业评估， 由于手术难度极高、
怀化市尚未有成功先例， 医药、
手术材料费用更是高达 15 万以
上……为此， 该院的领导、 专
家多次专程到张从玉家里看望，
研究为张从玉实施手术的可能
性， 医院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免
除他的手术费用。 经过医院多
方筹措和呼吁， 此举得到了怀
化市政协专项扶贫资金的支持，
骨科植入材料厂家怀兴科技无
偿捐助了两套髋关节置换材料，
怀化爱心志愿者发起公益捐款。
最终经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多
学科讨论后为其制定了详细的
治疗方案， 为张从玉实施了双
侧髋关节置换及功能重建手术。

术后， 张从玉通过医院康

复锻炼， 最终实现了重新站起
来的梦想， 日常生活也能完全
自理。

作为张从玉的主刀医生 ，
外号 “拼命三郎 ” “彭一刀 ”
的该院骨二科主任彭湘霖表示，
张从玉经过双侧髋关节置换 、
双侧髋关节功能重建及一个半
月的功能康复， 已经能够正常
地坐立、 站立、 行走， 双侧髋
关节屈弯的活动度已经超过 90
度。 由于张从玉已有 10 余年没
有自由活动过， 其协调性和相
关功能等还要继续锻炼。 后期，
医院也将继续跟踪关注他后期
各项功能的恢复情况， 每月定
期为他进行一次复查， 并继续
指导他的康复训练。 重新实现
自主站立、 行走的张从玉几乎
舍不得坐下来， 他激动地表示：
“原来什么事都做不了， 做了这
个手术后， 一系列的动作都可
以自己完成了。

十年木偶生涯 一朝重获新生

“乐享平安”
青少年消防安全培训进社区

永州新田：筹资 2260 万元用于农村改厕

开福区多举措保障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陶金） 近
日， 长沙市开福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
大队、 东风路食药监所， 联合东风路街道食
安办、 城管队、 东风路派出所等， 在辖区一
酒库查获大量假酒。

今年以来， 该区安排创建经费 600 万元，
检验检测经费由 2016 年 230 万元增加到 360
万元， 增加 “明厨亮灶” 建设经费和农贸市场、
冷链销售门店快检室经费补贴。 全区 54家中小
学校 （幼儿园）、 大中型餐饮单位 “明厨亮
灶” 视频厨房已对接市局监管平台。 部署实施
学校周边、 农贸市场、 米粉湿面等 ８ 大专项整
治行动， 全面落实 178 所学校、 幼儿园及周边
食品安全责任。 今年， 该局加强与公安等部门
的协作配合，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 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12 件， 公安机关受理
13件， 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 36人。

湘潭岳塘区 150 人分享
32 万余元计生奖扶特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