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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要闻02
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玖华 贺
庆华） “党和政府太关心我们
了。” 1 月 6 日， 对于身患多种
疾病的贫困户王东来夫妇来说
绝对是个好日子。 娄底市双峰
县花门镇中心卫生院组织的
“健康扶贫” 医疗队开进了家门
口———仅 200 多米远的村级卫
生室。 手拿免费发放的药品和
健康扶贫宣传资料， 夫妇俩笑
得裂开了嘴 ： “现在真方便 ，
足不出村就可享受免费看病 ，
健康扶贫扶到了心口上。”

王东来是双峰县花门镇群
楼村人。 该村因地处偏僻， 离
中心卫生院有好几千米路， 村
民就医不方便。 听说来了医疗

队， 村民纷纷赶来， 量血压的、
测血脂的、 看心电图的， 好不
热闹， 10 余名白大褂忙得不亦
乐乎， 由此打响了该院 2018 年
送医下乡暨义诊活动第一炮。

“如果没有这次义诊， 我都
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双目失明
的五保老大娘王伟秀指着刚刚领
到的大袋免费药品说： “我今年
64 岁了， 全靠种田过日子， 生
活清苦， 身体不好。 每次不舒服
时就到村部卫生室看一下， 吃点
药打几针， 总不见效， 也不知道
自己哪里有病。” 随后话锋一转，
苍白的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 ：
“感谢医生们为我做了化验、 心
电图等 10 几项检查， 检查出了

心脏病、 高血压、 气管炎三病齐
发。 看， 发了这么多免费药呢”。

“像这样的五保老人， 是我
院的重点监护对象， 一旦发现
病情加重 ， 马上派人送院治
疗”。 医院副院长王祥辉介绍。

“天气这么冷， 没想到看病
的这么多， 效果这么好”。

该院办公室主任赵光宇开
心地数说着今天的 “战果 ” 。
“这次义诊， 共设化验、 心电图
等 13 种检查项目 ， 免费检查
110 多人次， 现场免费发放健康
扶贫宣传资料 1500 多份， 免费
发放糖尿病、 心脏等常见病 30
多种上万元的专用药品， 基本
满足了患者的医药需要。”

�������本报讯 （通讯员 胡
蓉） 1 月 5 日 ， 教育部第
一批 立 项 修 （制 ） 订 的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
准》 第二次评审验收会在
北京举行。 湖南中医药高
专负责牵头修 （制） 订的
《高等职业学校针灸推拿专
业教学标准》 顺利通过了
教育部评审验收。

此次参加评审验收的
是来自高职 18 个大类 175
个高职专业教学标准的执
笔人和评审专家。 教育部
高职专业教学标准第三评
审组专家对医药卫生大类
展开评审验收 ， 中医药 6
个专业提交了 《标准》 研

制说明、 《标准》 调研报
告和 《标准》 送审稿， 评
审专家进行严格评审和现
场质询， 执笔人现场答辩
与当面修改完善， 在评审
会上， 专家一致认为针灸
推拿专业教学标准充分体
现了基础性、 普适性、 引
导性、 时代性、 发展性的
原则， 确立了教育与产业、
学校和医疗机构 （企业）、
专业与职业相对接的专业
建设思路， 符合验收要求，
一致同意通过。 该标准将
由教育部统一发布， 全国
各高职针灸推拿专业须按
照此标准要求开展教学活
动。

������本报讯 （通讯员 程利） 1 月 7
日， 长沙晟康血液透析中心与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肾内科合作在长沙举行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你我同心， 祈望
常在” 医患互动会。 采取医患一体化
健康管理， 形成 “血透方案精准、 服
务规范、 医患和谐” 的良好氛围。 著
名肾脏病专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血
液净化中心主任宁建平教授代表省血
液净化学会致词。

当日， 湘雅二医院教授、 主任医
师、 博士生导师、 肾脏病研究所副所
长、 肾内科主任、 血液净化中心主任
刘虹给大家讲授了 “血液透析的模
式、 医疗质量、 饮食注意事项”； 湘
雅二医院陈星教授讲授了 “血透患者
如何控制高血压”； 袁芳教授讲授讲
述了 “珍惜生命， 远离高磷血症”，
对肾友们所关心的健康问题进行了精
彩报告及经验分享。 会上医患互动，
进行了知识抢答赛， 明星病人张国
雄、 何大可同医护人员一起进行精彩
的文艺表演。 会后肾友们兴致勃勃地
参观了长沙晟康血液透析中心， 湖南
省交通医院副院长吴小娟、 广州康盛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
校园向大家分别介绍了省交通医院、
晟康血透中心的相关情况。

长沙晟康血液透析中心是湖南省
卫计委批准的首家独立血液透析中
心， 位于长沙市八一路与迎宾路交汇
处的湖南省交通医院六楼。 该中心秉
承 “质量第一， 病人第一” 的宗旨，
以追求 “一切让患者满意” 为目标，
确保一流的服务质量和治疗质量。 医
疗团队由国内乃至国际知名医疗专家
和护士组成采用世界一流品牌———劳
铒水处理设备、 德国费森尤斯血透
机， 进口耗材， 收费标准低于三甲医
院， 提供高水平、 高质量和个性化的
血液透析治疗， 以提高血液透析患者
的生活质量， 特别是为有各种疑难病
症的血液透析患者提供更好的血液透
析治疗。

�������近日，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 10余名专家前往怀
化市中方县蒿吉坪瑶家乡三岔溪村开展“健康扶贫送医送药
下乡” 义诊活动。 该村地处雪峰山系， 海拔较高， 地形复杂，
不少村民的房屋建在陡峭的山顶上， 出行极为不便， 该院的
健康义诊活动切实为贫困偏远地区的患者送去健康。

通讯员杨晖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诚香） 从去年 12月 31
日起， 郴州资兴市二级公立医院对甲状腺肿等
17类 106个病种实施按病种付费。

资兴市根据摸底调查收集 106 个病种的
历史费用数据， 结合各病种临床路径， 制定了
106个病种收付费标准， 在全市二级公立医院
推行按病种收付费。 医院建立进入和退出机
制， 对符合临床路径准入条件的病种， 包括患
者同时具有其他疾病诊断， 但在住院期间不需
要特殊处理也不影响第一诊断的， 一律纳入按
病种收费管理， 并实施临床路径管理。 如果患
者在同一次住院治疗过程中， 需要实施两个或
以上病种主要操作/治疗方式， 或因合并症、 并
发症、 患者病情较重、 体质特殊等原因， 导致
时间诊疗路径明显偏离规定临床路径等情况
的， 可退出按病种收付费。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健） 1 月 2 日， 湖南
省委办公厅、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的
《关于 2017 年度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考
核结果的通报》 公布， 张家界市慈利县被评
为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优秀单位”， 这是
该县计生工作首次跻身全省优秀单位之列。

在去年的卫计工作中， 该县主要围绕四
大重点展开。 一是抓组织领导， 明确提出
“三个舍得” （即舍得出人， 让有经验、 有
技术、 懂业务的人真正发挥好作用； 舍得出
面， 领导同志该出面的时候要出面， 该协调
的时候要协调， 用实际行动为卫生计生工作
排忧解难； 舍得出钱， 确保计生工作的各项
经费）； 二是抓基层基础， 要求乡镇让一大
批学历层次高、 工作能力和服务意识强的人
员充实到计生队伍； 三是抓宣传引导， 该县
去年投入卫计宣传的经费达 90 余万元； 四
是抓利益导向， 先后出台以奖励扶助、 “生
育关怀”、 经济帮扶等为主要内容的计生利
益导向政策。

������本报讯 （通讯员 石欣荣） 1 月 5 日， 益
阳市大通湖区召开健康扶贫 “一站式” 结算
工作推进会， 要求在在 1 月 12 日实现工作
人员、 政策衔接全部到位。

会议重点强调了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
和有序健康扶贫工作机制的建立。 要求由区
卫计局和人社局牵头做好相关部门的协调联
系， 各相关职能部门相互协调配合， 保证政
策间的有序衔接和无缝对接。 同时， 区里各
相关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及具体工作负责
人， 由区卫生局牵头建立全区健康扶贫工作
QQ 群和微信群， 做到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
确保 “一站式” 结算服务有序开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秋明 顾兵 刘汉梅）
常德市临澧县相关部门近日透露， 该县通过
洞庭湖水污染整治、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
化建设、 畜禽养殖企业清理整治等措施大力
推进水污染防治。 今年的监测结果显示， 全
县澧水、 道水水质均符合相关要求， 县级饮
用水水源水质 100%达标。

健康扶贫扶到心坎上

送医送药上雪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