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娟） “黄爷
爷 ， 您快起床洗把脸吧 ， 您的早
餐我顺路给您买来了 ， 您趁热吃
点吧！” 近日一大早 ， 湘潭市雨湖
区楠竹山镇卫生院护士小苏照例
给住院病人黄大爷带来了 早餐 。
这是 2017 年度获评国家卫计委办
公厅 “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
———楠竹山镇卫生院服务患者的
一个寻常故事。

楠竹山镇卫生院把 65 岁以上老
人的健康体检与档案建立工作放在
重中之重， 还专门引进了一套体检
软件， 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 每年
免费为老年人体检达到 2000 余人。
出台便民新举措， 每月在各社区开
展一次社区义务门诊活动， 为辖区
空巢老人、 留守老人、 慢性病患者
等开展定期体检、 上门随访， 并制
定个体化的服务计划， 落实城乡贫
困孕妇免费产前筛查， 争取到适龄
妇女 “两癌” 免费项目， 为适龄妇
女进行 “两癌” 免费筛查。

该院还积极与市内大医院进行
对接， 争取上级医院的联点帮扶 ，
获得市中心医院医联体、 市妇幼保
健院妇幼联合体、 市中医院的中医
骨科、 湘潭市五医院等单位部门的
倾情帮扶， 请来了各类专家每月来
院坐诊， 基本实现了居民群众就近
就能享受到名医院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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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近日， 张家界市慈利县动
脉瘤患者杨力 （化名） 终于康
复出院。 半个月的住院治疗，
他从命悬一线到基本康复， 经
历了惊心动魄的求医过程。

半个多月前， 50 岁的杨
力在骑摩托车的路上 ， 突然
头部剧烈疼痛 ， 伴恶心 、 呕
吐 ， 站立不稳 。 他只得躺在
路边， 掏出电话向家人求助。
他的弟弟赶到后将杨力送往
当地诊所诊治 ， 但是症状不
能得到缓解 ， 且疼痛逐渐加
重 。 随后 ， 家人赶紧拨打常

德市石门县人民医院 120 急
救电话 ， 将他快速送入该院
神经内科 29 病区救治。

入院医师仔细询问发现，
杨力有高血压病史 5 年余 ，
没有进行规律服药 ， 完善相
关检查后 ， 显示杨力为颅内
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蛛网膜下
腔出血。

动脉瘤就像一个 “定时炸
弹”， 如果不处理这个动脉瘤，
一旦哪天再次破裂， 杨力被救
回来的机会将非常渺茫。 但是
如果要处理这个动脉瘤， 就必

须尽快进行介入手术治疗。 颅
内动脉瘤弹簧圈栓塞术是颅内
动脉瘤治疗的重要手段， 能显
著降低该病死亡率及致残率 ，
但风险高、 手术费用也较高。

该院神经内科团队经过详
细评估患者情况 ， 做好各方面
应急预案， 进行了充分的术前
准备后， 科主任王浩带领团队
顺利为杨力完成了颅内动脉瘤
弹簧圈栓塞术。 术后予以脑脊
液置换 5 次， 恢复良好 ， 未发
现后遗症。

通讯员 陕琴琴

������衡阳市祁东县卫计局加快妇幼健康服务， 打造
孕前孕期、 住院分娩、 新生儿保健、 母乳喂养、 预
防接种、 计生服务等“一路通” 链条， 受到群众好
评。 图为 3 月 6 日， 祁东县步云桥镇育龄妇女李芳
（左一） 和当地妇女领到 《母子保健手册》， 并接受
镇卫生院健康服务和健康教育。

通讯员 何晓晓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陈丹红）
3 月 8 日， 由长沙县卫计局 、
长沙县妇联联合举办， 长沙县
妇 幼 保 健 院 承 办 的 长 沙 县
2018 年 “两癌 ” （乳腺癌和
宫颈癌） 检查项目启动仪式暨
“粉红关爱俱乐部” 揭牌仪式
在该院举行。 长沙县妇联副主
席张新红，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乳腺外科主任陈杏初， 省肿瘤
医院乳腺外科教授邓宏武出席
启动仪式，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

院长夏宇、 党支部书记谈和平
及有关妇女代表 260 人参加了
活动。

长沙县免费 “两癌” 检查
项目是县委、 县政府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 2017 年， 为 29582
人进行了 “两癌 ” 的免费检
查， 2018 年 ， 长沙县将精心
组织安排， 严格按照 “政府主
导、 部门配合、 妇幼承担、 群
众参与” 的工作格局， 合力推
进全县农村妇女 “两癌” 免费
检查项目顺利实施。

随后，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

乳腺外科主任屈湘军就 “粉红
关爱俱乐部” 的职责与科室做
了详细介绍 。 陈杏初 、 邓宏武
以及长沙县妇幼保健院妇女保
健部副部长张桂英分别给大家
上了精彩的讲座课， 内容丰富，
生动活泼， 大家受益匪浅 ， 收
获满满。

“两癌” 检查项目启动仪式
结束后， 长沙县 “粉红关爱俱乐
部” 揭牌仪式在该院乳腺专科诊
室 （3045） 外走廊处举行。 紧接
着在该院三楼妇女病查治专科
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文涛 黄桂山） 3 月 5
日， 郴州市卫生计生系统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举行。 围绕 “健康郴州你我共建， 健康权
利你我共享” 活动主题， 郴州市卫生计生委
组织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妇幼保健计生服务
中心等 8 家单位、 30 余名医疗专家和 200 余
名志愿者参与活动。

活动通过专家免费现场咨询、 健康体检
及发放药品等多种形式， 大力宣传母婴安全、
出生缺陷预防、 “两癌” （乳腺癌和宫颈癌）
防治等基本知识和惠民政策。

郴州市卫计系统：学雷锋志愿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剑屏） 3 月 7 日， 长
沙市雨花区召开 2018 年卫生计生工作大会暨
创建国家慢病防控示范区动员大会 ， 部署
2018 年卫生计生工作。

会议指出， 全区卫计系统 2018 年主要在
三个方面发力： 全面落实卫计惠民工程， 实施
“居民健康百千万行动”， 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提升流动人口服务水平， 加大计生特殊家
庭帮扶力度， 精准实施健康扶贫工程。 全面打
造健康雨花品牌， 着力提升慢性疾病防控、 医
疗卫生服务、 公共卫生监管、 中医药服务、 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建设等工作。 全面提升卫
计服务效能，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切实加
强行业作风建设， 不断提升规范管理水平。

长沙雨花区：部署新年卫计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冯秀林） 3 月 5 日， 2018
年 “湖南好人” 2 月榜单正式揭晓。 经湖南省
各市州及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层层推荐、 网上投
票、 群众评议和专家评审， 28 名 （组） 群众
身边好人光荣入选 2018 年 2 月 “湖南好人
榜”， 其中， 永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护士马
连芳入选 “见义勇为好人”。

2017 年 12 月 19 日晚，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
州县 59 岁的男子在永州市 28 路公交车上突发
疾病， 倒在座位上昏迷不醒， 失去意识。 正在
车上的马连芳挺身而出， 跪在公交车过道上，
对他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实施心脏复苏术长
达 10 多分钟， 累得满头大汗， 直到把男子送到
医院。 事情的经过被乘客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 中央电视台、 湖南卫视、
湖南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 称赞马连芳的救人
事迹。 在参加工作 7 年多的时间里， 马连芳先
后参与过手足口病、 H7N9 禽流感等重大传染
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救治和护理。

永州护士马连芳
入选 2 月“湖南好人榜”

“定时炸弹”拆除记

民生立县
妇幼先行 免费“两癌”筛查构筑健康“防火墙”

������本报讯 （通讯员 郑
双美） 3 月 7 日， 衡阳市
衡东县卫计局 、 县计生
协 、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组成小分队，
来到边远贫困村南湾乡
桃源村 ， 开展了一场以
“关爱女性·关注健康 ”
为主题的宣传义诊服务

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是深入

贫困村开展关怀关爱行
动 ， 活动现场为 45 位妇
女进行了免费生殖健康检
查， 发放避孕套 20 余盒，
常用药品 60 余盒 ， 慰问
两名贫困母亲， 送上慰问
资金 1000 元。

妇幼健康“一路通”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善军） 3 月 5 日， 常德
市卫计委与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双方计划在医疗及大健康领域开
展战略性合作， 重点依托常德市已有的医疗资
源， 发挥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的品牌、 平
台、 资源、 管理优势， 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医
疗卫生水平。

签约前， 举行了常德市妇幼保健院与中信
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医联体合作医院挂牌
仪式。 随后，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首
席科学家兼终身荣誉院长、 湖南首例试管婴儿
缔造者、 “湘雅名医” 卢光琇教授及其专家团
队， 在常德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义诊活动， 现
场为前来问诊的市民们解疑答惑。

常德市卫计委：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