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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要闻02
线市州连

�������本报讯 （唐朝昭） 在今年
的全国两会上 ， 全国政协委
员、 湖南省卫计委副主任易露
茜建议， 科学核定和管理农村
卫生机构人员编制， 精准设置
农村卫生人才培养专项， 加速
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制度 ，
健全农村卫生人才工作机制 ，
全方位保障农民群众的健康服
务需求。

易露茜说，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卫生工
作， 基础设施建设、 医疗设备
配套等均有明显改观。 “但无
论是湖南还是全国其他地方都
面临一个瓶颈， 就是卫生技术
人员仍然数量不足 、 质量不
高， ‘引不进、 留不住’ 的现
象依然普遍存在。”

据最新统计， 我国农村地
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仅
为城市的 39.2%， 每千人口执
业 （助理） 医师数仅为城市的

42.5%。 2009-2016 年全国新增
卫生技术人员流向基层的仅占
17.8%， 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占
比 从 2009 年 的 40.5% 降 至
2016 年的 33%。

此外， 农村基层卫生人才
队伍的结构也亟待优化。 以湖
南为例， 全省乡镇卫生院在岗
人员中执业 （助理） 医师占比
仅为 32%， 中级及以上职称者
占比仅为 14.4% ， 尚有 19.2%
的人员无技术职称； 医学类专
业 本 科 学 历 者 占 比 仅 为
14.4%， 尚有 6%的人员无医学
专业背景 ； 注册全科医生仅
5041 人， 远低于 《湖南省 “十
三五 ” 卫生与健康规划 》 中
“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 2.2 名以
上合格的全科医生” 的目标要
求。

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
人才队伍建设？ 易露茜建议编
制部门牵头、 卫生计生和财政

部门参与， 进行广泛调研， 科
学修订人员编制。 同时， 针对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的健康
乡村建设重点， 例如公共卫生
服务、 慢性病综合防控、 职业
病和传染病防治 、 中医药服
务 、 优生优育等方面以及幼
童 、 老人 、 残疾人等重点人
群， 精准设置农村卫生人才培
养专项， 定点定向培养一批公
卫、 康复、 护理等专业类别的
实用型专业化人才。

“乡村医生扎根农村 ， 是
最贴近农民群众的健康 ‘守护
人 ’， 也是一个短缺的健康卫
士群体 ， 其养老问题不容忽
视 。” 易露茜建议 ， 为乡村医
生这一特殊群体建立 “全国一
盘棋 ” 的特别养老保障制度 ，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激励
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长期投身
健康乡村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易露茜建议：

加速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制度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晖) 在长
沙市岳麓区大学城片内有一条小
巷， 因巷内密集开满各种餐饮店
铺 ， 产生大量油烟， 得名 “油烟
街”。 3 月 4 日， 在大学生陆续开
学之际， 岳麓区桔子洲街道集结城
管、 工商、 食安、 公安等部门联合
执法， 对湖南师大附中周边环境，
重点是餐饮油烟问题， 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

当日上午， 60 余人组成的执
法联队进入 “油烟街”， 对街内所
有餐饮店铺逐一排查， 是否安装了
油烟净化设备、 是否使用清洁燃
料是执法联队此次检查的重点 。
此外， 执法人员对街内所有店铺
油烟直排、 露天烧烤、 店外经营
等违规行为， 餐饮服务场所证照
等相关手续是否合格， 店铺经营
环境等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责令
所有使用燃煤和油烟直排的店铺
停止营业， 并对所有闲置的燃煤
炉和燃煤进行收缴， 彻底杜绝不
使用清洁燃料的行为。

据悉， 此前桔子洲街道已组织
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对 “油烟街”
所有店铺进行了四次摸底排查 。
前期以宣传教育为主， 社区蓝天
办专干逐一上门跟店家讲解安装
油烟净化设备的必要性； 2 月底，
街道执法人员再次对所有店铺进
行排查， 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的店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 截
至 3 月 4 日， “油烟街” 内 40 余
家餐饮店铺已有 16 家油烟净化设
备安装到位， 剩余 20 余家也已全
部预定， 并按照要求， 在 3 月 8 日
前全部安装到位。

������本报讯 （通讯员 阳成
英） 3 月 5 日， 长沙市第一
医院产科接到通知， 一个疤
痕子宫孕 38 周的二胎孕妇，
已经在家腹痛一天， 即将送
到医院。 产科立即启动危重
孕产妇救治应急预案， 医护
团队严阵以待， 同时通知麻
醉科、 手术室、 儿科、 输血
科做好相应协作准备。

接到孕妇后， 立即送入
产房， 检查发现宫口已经开大
7厘米。 在场的医护人员屏气
凝神， 紧张有序地配合， 在做
好接生的同时， 也做好了随时
手术抢救的准备。 在医务人员
的专业守护下， 一名男宝宝顺
利降生， 母子平安。

长沙市第一医院妇产科
主任杨静提醒， 随着二胎政
策的全面实施， 相当一部分
怀有二胎的孕妈， 其第一胎
系剖宫产， 由于手术切口导
致子宫留有疤痕， 所以称为
“疤痕子宫”。 疤痕子宫的孕妇
由于孕期和分娩期存在子宫
破裂的风险， 必须高度重视，
定期产检。 由医生根据子宫
疤痕的厚度及是否存在第一
次手术指征来决定分娩方式。
否则一旦分娩中发生子宫破
裂， 将直接危及母儿生命。
如果经过专业评估可以阴道
试产， 也需要有产科医生、
助产士的严密监测， 并且做
好随时手术和抢救的准备。

�������近日， 郴州市苏仙区卫计综合监督执法局联合区教育
局、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对全区学校食品、 饮用
水安全和传染病防控等进行了专项督查。 共督查中小学
校、 托幼机构、 职业中专 26家。 该执法局对有关问题当场
下达了《监督意见书》。 通讯员 欧立科胡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谭德伟） 3 月 5 日， 株
洲市株洲县召开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启动会。 项目总目标是为贫困地区 6-24 月
龄婴幼儿补充辅食营养补充品 （简称营养
包）， 普及婴幼儿科学喂养知识与技能， 改
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和健康状况， 提高儿童
家长科学喂养知识普及程度。

通过营养包的补充， 可以解决发育潜力、
智力不足和劳动能力不足的问题， 它不仅是
解决儿童营养不足的一把钥匙， 更是从根本
上解决贫困家庭代际传承的一项惠民措施。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晓明 段鸿 邓玉洁）
3 月 6 日， 永州市祁阳县妇幼保健院 “两
癌” 筛查宣传活动在县城莲子塘举行， 家住
肖家镇的张大姐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喜讯分
享给身边的姐妹们。

两癌” 筛查是民生实事项目。 新年伊
始， 祁阳县卫计委就与县妇幼保健院及 22
所镇 （街道） 卫生院 （卫生服务中心） 层层
签订了责任状， 分解任务、 压实责任、 落实
措施。 据了解， 该县去年共完成 ‘两癌’ 检
查 19831 人， 完成率达 104.37%， 并且对筛
查出的阳性病例安排县妇幼保健院进行专
案管理及追踪随访。

������本报讯 （通讯员 徐伍莲 周平云） 3 月 6
日， 邵阳市隆回县中医医院召开扶贫工作专
题会议。 该院工会主席陈向军在会上介绍了
今年的扶贫工作任务， 并给扶贫队员进行了
扶贫知识培训。

陈向军在会上指出， 该县今年工作的三
条主线是扶贫、 党建和环境整治。 关于党建
工作， 要按规范做好党建资料， 按要求做好
思想宣传教育工作； 关于扶贫工作， 对结对
帮扶的 350 户贫困户， 已经脱贫的要继续
管、 扶上马、 送一程， 做到 “脱贫不脱政
策”。 副院长范飞贵强调说， 扶贫队员应多
借鉴其他贫困村的脱贫经验， 因地制宜， 采
取有效的扶贫措施促贫困户脱贫。 同时， 要
把扶贫村的党建工作做好做扎实， 严格要求
自己， 扎根贫困村， 带领贫困户想方设法搞
好农业生产、 养殖家畜家禽等扶贫工作， 促
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

督查学校传染病防控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迪武） 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战
略”，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提高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 促进健康行为养成， 浏阳市已组建
了 “健康讲师团”、 制定了 “浏阳市健康管
家工作实施方案 ”， 并于 3 月 6 日组织了
“健康讲师”、 “健康管家” 的培训。 本次培
训为期两天， 有 “健康讲师”、 “健康管家”
共 156 人参加。

通过 2 天的培训大家明白了 “健康中国
战略” 的目标和任务， 了解了健康生活方式
的重要性， 掌握了健康生活方式的主要知识
和技能以及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
干预方法。 培训结束后， 健康管家们将深入
到家庭、 屋场、 居民小组进行健康宣讲、 咨
询， 指导、 督促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法； 健
康讲师主要负责健康管家的指导， 健康知
识、 健康生活方式的讲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