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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丹红）
2 月 2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规
划与信息司大数据办副处长肖
大华带领专家组来到长沙县妇
幼保健院督导调研全民健康网
络与信息安全工作。 湖南省卫
生计生委规划信息处副处长刘
军等领导陪同督导调研。

调研专家组一行 5 人来
到该院一至四楼的门诊实地
参观考察 ， 随后在长沙县妇

幼保健院的中会议室举行了
座谈会 。 会上 ， 院长夏宇就
该院全民健康网络与信息系
统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情况进
行了汇报 ， 调研专家组的同
志就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进
行了深入交流 ， 并提出了一
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肖大华充分肯定了长沙县
妇幼保健院全民健康网络与信
息安全工作取得的成绩， 认可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 “理念先

行”， 用先进的信息理念建设先
进的县级医院， 这是值得学习
和推广的。 该院将信息化有效
地融入到管理之中， 所有的系
统设计都讲究实用便民， 推行
的 “四部制” 和 “互联网+医
疗健康” 模式打通了医疗惠民
“最后一公里”。

会后， 调研专家组参观由
该院自主设计的长沙县妇幼大
数据中心， 并提出了不少宝贵
的意见和中肯的建议。

■八面来风

本报讯 （通讯员 黄焕君） “这么冷的
天， 路都结冰了， 你们还出来工作， 太不容
易了。” 赵阿姨将来人迎进客厅， 递上热茶激
动地说。 2 月 1 日， 尽管寒气袭人， 气温降至
2 度左右， 湘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组
工作人员仍然下乡工作， 来到调查对象家中
进行面对面问询式的问卷调查， 积极参与
“我国大气污染的急性健康风险研究” 项目。

据了解， 该项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牵头承担， 在
全国大气污染防治 “三区十群” 中选择 40 个
污染典型区县， 系统评价颗粒物和气态污染
物对居民呼吸、 心血管系统疾病死亡、 发病
和症状的急性暴露-反应关系。 湘潭县入选
参与这一重大科技专项， 主要承担污染典型
地区现场调查工作， 为评估我国大气污染对
居民的急性健康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自承接
该项目任务以来， 湘潭县疾控中心做好多单
位多部门的沟通、 协调与培训工作， 确保现
场各个环节的衔接到位， 为现场调查工作的
顺利完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湘潭县疾控中心参与
大气污染的急性健康风险研究

健康网络与信息安全获国家卫计委称赞

2 月 5 日， 在衡阳市祁东县
归阳工业园一家公司打工的陆安
勤 （右）、 唐娟 （左）， 领到了县
卫计局赠送的“健康支持工具
包”， 内有常用药品、 体温计、 健
康宣教资料等， 她们接受了健康
体检， 并将带此包回到贵州省毕
节市家乡过年。 这段时间， 县卫
计局组织当地医务工作者、 卫生
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所工作人员来
到工业园， 为数百名打工者送去
关怀关爱。
通讯员 何晓晓 肖保林 摄影报道

打工妹的惊喜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

本报讯 （通讯员 谭小林）
2 月 5 日， 张家界市卫生与健
康大会召开， 会议对当前卫生
与健康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虢正贵出席会议并讲话。

“健康是人民最大的幸福，
也是民生最基本的诉求。” 虢
正贵指出， 推进健康张家界建
设， 既是践行 “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要求的政治担当， 也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举措， 更是打造国内外知名
旅游胜地的必然选择。

如何以 “健康张家界建
设” 统揽卫生与健康工作， 虢
正贵说， 必须突出重点，， 要
突出改革攻坚， 以推进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为重点优化就医秩
序， 以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为目标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以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抓手推动

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提质增效，
以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改革为契
机加快理顺医药价格， 以构建
综合监管体系为基础实施全行
业监管， 让医改红利更多更好
惠及人民群众； 要突出疾病防
治， 高度重视重大疾病防控，
加强重点人群健康保障， 深入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 普及健康
文明生活方式， 切实提高人民
群众健康水平； 要突出基层基
础， 切实推动卫生健康基础设
施建设重心下移， 优质医疗卫
生技术资源下沉， 中医药振兴
发展， 就医环境改善， 全面提
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要突出
产业发展， 完善规划和政策体
系， 引导健康产业发展， 加快
产业跨界融合， 促进健康产业
发展， 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推
动健康产业发展， 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健康需求； 要突出计生

服务管理， 着力健全人口与发
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稳妥有序
实施好 “全面两孩政策”， 不
断优化妇幼健康服务， 促进家
庭发展和流动人口服务均等
化， 力争在全省排名 “进类进
位 ” ； 要突出国卫创建攻坚 ，
精准对标， 明确任务， 扎实履
职尽责 ， 抓住重点 ， 攻坚克
难， 全力补短板、 强弱项， 健
全机制， 强化责任， 确保工作
落实， 创建如期实现。

虢正贵说， 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切实
理清思路、 紧扣目标、 把握重
点、 力求突破， 从现在抓起，
从当前做起， 担当责任， 采取
过硬措施， 狠抓工作落实， 强
化组织领导， 加大投入力度，
加强督查考核 ， 强化宣传引
导， 确保卫生与健康工作取得
实际成效。

精准发力，推进健康张家界建设
张家界市卫生与健康大会要求：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敏 符晴） “这张回
家的车票是我今年最好的新年礼物！” 在长
沙市中心医院呼吸病诊疗中心的病房里， 刘
爷爷 （化名） 拿着医护人员送的爱心车票含
泪道别。 他是一位肺部肿瘤患者， 由于家境
异常困难， 多次准备放弃治疗， 但在医护人
员的精心救治和爱心帮助下， 刘爷爷的病情
基本得到控制。 1 月 30 日， 医护人员为他送
上爱心车票回家过年。

刘爷爷今年 64 岁， 永州人。 2016 年一
场车祸让儿子意外去世， 儿媳接受不了现实
离家出走， 留下一岁多的孙子， 老伴有点精
神障碍， 没办法外出工作。 刘爷爷成了家里
的 “顶梁柱”。 2017 年 9 月， 当地医院查出
刘爷爷双眼黄斑变性， 由于家庭困难就没有
医治， 11 月初， 他突然呼吸困难、 咳血， 辗
转多家医院求医无果， 他独自来到长沙市中
心医院呼吸病科名医工作室， 检查发现他患
有肺部肿瘤、 慢阻肺等多种疾病需要住院积
极完善相关治疗。

治疗前期， 因为经济拮据， 他多次想放
弃， 医护人员积极给予帮助， 前期治疗费用
都来自科室医护人员自发组织的捐款。 针对
余下的治疗费用， 科室联系媒体呼吁社会爱
心人士筹款， 全院的医护人员纷纷在微信朋
友圈爱心接力， 短短一个星期， 就筹到 6 千
多元善款， 延续了后期的治疗。

经过 71 天的住院治疗， 刘爷爷的身体
恢复良好， 病情基本得到控制， 准备出院回
家过年， 却遇上长沙冰冻天气， 老人买不到
回家的车票。 责任护士王冰清主动为其在网
上订票， 当她把车票送到刘爷爷手上时， 刘
爷爷紧紧握住她的手， 激动落泪 。 1 月 30
日， 刘爷爷带着温暖和医护人员的祝福踏上
了过年回家路。

送您一张爱心车票回家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