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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要闻02
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一泓 胡
耀军李辉张东红） 4月 4 日， 娄
底市卫计委传出喜人消息， 截至
目前， 娄底市为计划生育家庭青
少年建档 22.24 万份， 青少年健
康发展知识宣传覆盖率达 90.2%，
接受咨询和诊疗的青少年达 2000
余人……3 年来， 青少年健康发
展 “娄底模式” 取得令人欣喜的
阶段性成果。

2015年 4月， 全国计划生育
家庭青少年健康发展试点单位的
牌匾刚刚落户娄底， 5 月 《娄底
市计划生育家庭青少年健康发展
实施方案》 便火热出炉， 全市 6
个县市区、 89 个乡镇街道办事
处、 1842 个建制村迅速掀起了
“青少年健康发展” 工作热潮。

政府推动， 吹响试点工作
“集结号”。 “青少年健康发展事
关国家大计、 民族兴衰， 是一项
民生工程、 希望工程， 卫计人必
须高度重视、 先试先行！” 娄底市
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 主任罗琳
铿锵有力的发言拉开了试点工作
的序幕。 领导小组与跨部门机制
“双建立”、 实施方案与支持政策
“双出台”、 专职人员和专项资金
“双保障”、 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

“双开展”， 为试点工作提供了强
有力的组织、 政策、 人员、 资
金、 资料 “五到位” 保障。

卫计主导， 练好队伍和能力
建设 “基本功”。 建立专家队伍 7
人、 讲师队伍 45 人、 志愿者队
伍 268 人。 狠抓心理咨询能力、
人才建设能力、 人员服务能力、
宣教指导能力， 三年来共培养国
家级心理咨询师 327 人， 开展专
技人员培训 60 余场、 心理咨询
服务 3200 余人、 各级各类讲座
430 余场， 受益学生、 家长及群
众达 3.5万人。

小组引导， 织牢档案及宣传
“兜底网”。 通过全覆盖建档、 电
子化建档、 专人管理、 动态更
新， 3 年来， 各实践基地及县市
区共为计划生育家庭青少年建档
22.24 万份， 利用档案开展心理
服务达 8130 余人。 同时， 在全
市主流及新兴媒体、 网络平台开
辟专题专栏， 开展主题征文、 节
假日主题宣传活动， 大力普及青
少年健康发展知识。

做亮基地， 健康指导和诊疗
服务 “显特色”。 3年来， 全市培
育了 16 个青少年健康发展实践
基地。 重点开展了 “八项特色活

动”： 合格家长培训活动、 家教
经典传播和优秀家风弘扬活动、
体验教学活动、 学生心理干预活
动、 传统文化传承活动、 “系列
讲座” 活动、 “健康发展·创建
幸福家庭” 主题公益活动、 心理
咨询和诊疗活动。

全面动员， 支持引导社会力
量 “全参与”。 该市出台 《关于
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青少年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从政策
源头注入新鲜血液； 先后投入
200 余万元用于购买 “家长健康
讲堂”、 “家庭公益大讲堂” 等
第三方专业机构青少年健康发展
指导项目， 从投入源头注入社会
力量。

3年来， 试点成果一一呈现。
该市成功创立 “一二三四五” 理
论体系， 创建了五大教育模式，
编纂了系列教育丛书， 形成了特
色研究成果， 成功构建了 “娄底
模式”。 据电话和问卷统计， 截
至 2017 年底， 该市计划生育家
庭青少年健康发展知识宣传覆盖
率达 90.2%， 计划生育家庭成员
接受培训或咨询覆盖率达 87.3%，
青少年家长对青少年健康发展知
识的掌握率达 82%。

打好青少年健康发展“组合拳”
“娄底模式”取得阶段性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 谢伟彬 )
“我不想出院， 医院的中国叔
叔阿姨就像我的爸爸妈妈!” 塞
拉利昂当地时间 3 月 30 日， 一
个叫 Bockarie Favour (菲儿) 的
小患者， 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塞
友好医院， 中国 (湖南) 第 19
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专门派队
员将菲儿送到 “家” ———弗里
敦圣乔治孤儿院。

不久前， 菲儿刚刚在医院
做了脐疝修补及整形术。 早在
去年圣诞节前夕， 中国援塞医疗
队前往圣乔治孤儿院义诊时发
现菲儿患有脐疝。 队长梁力晖
与孤儿院院长达成协议， 尽快
找到菲儿相关亲人 （孩子父死母
疯， 但手术必须有家属的签字），
为菲儿做免费脐疝修补及整形
术。

由于菲儿的脐疝越来越

大， 医疗队多次派人前往孤儿
院了解情况。 3 月 23 日， 总算
找到菲儿的一位姨妈。 医疗队
当机立断， 开车前往孤儿院与
院长及菲儿姨妈沟通， 并决定
于 3 月 26 日一早为其手术。

当天， 队员向娜牵着菲儿
的手， 带她进了手术准备室。
一关上门， 没想到菲儿就哇哇
直哭 ， 向娜灵机一动 ， 唱起
“两只老虎”， 这一招果真有效，
菲儿破涕为笑。 好不容易给她
换上手术服， 菲儿进到手术间
又紧张得大哭起来， 队员们中
文英文、 南腔北调一齐上， 声
情并茂地表演、 讲笑话， 只为
把菲儿逗乐。 终于， 菲儿上了
手术台。 队员们顺利帮她摘除
疝囊。 考虑到小女孩未来的生
活， 队员熊邦文还专为菲儿精
心做了一个 “人造肚脐”。

�����本报讯 （陈淦璋） 湖南省
住建厅与省发改委 、 省国土
厅 、 省环保厅日前联合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通知》
(简称 《通知》)， 提出今年至
2020 年 ， 将新建 、 扩建一批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设施，
加快实现市州 “全覆盖”。

《通知 》 指出 ， 今年至
2020 年 ， 各市州要采取城乡
统筹 、 区域统筹的方式 ， 新
建、 扩建一批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处理设施， 统筹处理城乡生
活垃圾。 到 2020 年， 实现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设施覆盖
14 个市州， 5 个 RD 湿解处理
厂所在区域全部按照环境保护
督察要求妥善处理好生活垃
圾； 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能力占总处理能力的 50%以
上。

��������日前，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联合桑
植县、 常德市、 茶陵县妇幼保健院及相
关教育部门的志愿者驱车抵达张家界多
所小学开展“妇爱如山·情系留守儿童”
活动， 为孩子们建立爱心图书屋， 进行
心理辅导与健康体检。 图为 3 月 29 日，
志愿者们在张家界桑植县刘家垭小学。

通讯员 刘蒲英 韩旭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郑有为 王红庄） 3 月
26 日， 永州市新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新院热闹非凡， 该县卫生计生委、 县
妇联工作人员组织了 100 余名适龄妇女在此
进行 “两癌” 检查， 拉开了该县 2018 年农
村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检查工作的序幕。

据了解， 2018年， 该县将在全县 12个乡
镇逐一开展 “两癌” 免费检查， 活动时间持续
到 6 月底。 目标人群为未参加过国家 “两癌”
免费检查且具有新田县户籍的 35至 64岁农村
常住女性人口， 预计将有 5200余人接受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妇科 、 液基薄层细胞检测
（TCT）、 阴道镜、 组织病理学、 乳腺触诊和乳
腺彩超、 乳腺 X线、 宫颈癌检查等。

������本报讯 (通讯员 成志红) 近日， 湖南省
儿童保健暨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信息化建
设培训班在长沙召开， 湘潭湘乡市托幼机构
卫生保健工作在会上受到多次表扬， 湘乡市
妇幼保健院负责人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

近年来， 湘乡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管理
工作逐步规范， 该市托幼机构连续多年未发生
过传染病疫情的爆发流行。 该市妇幼保健院作
为负责托幼和幼儿园入园体检的专门机构， 每
年均要组织托幼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卫生保健知
识培训， 定期开展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督
导、 卫生评价， 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督导意见，
并且限期整改， 全市 178所托幼机构获得卫生
评价合格证， 发证率达 95%。 去年年底， 该院
进入全国县级妇幼保健院综合排名百强。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让定 罗远强) “这个
黄芪， 一起有 11个企业参与竞标， 选出来的
样品， 很有质感， 价格也很实惠， 可以进行
采购。” 近日， 湘西民族中医院对 110 个常用
品种进行带量竞价招标采购， 这是该院为稳
定中药价格， 确保中药质量， 探索开展的一
项中药新采购模式。

针对目前中药材和饮片存在品种等级多，
质量参差不齐， 价格不稳定等突出问题。 该
院不断完善中药采购机制， 规范采购程序。
2017年， 医院按照 “质量优先， 同质价优先”
的原则， 打出一套中药带量采购组合拳， 在
严把供货企业资质关的基础上， 不限供货企
业数， 进行带样竞标， 对用量大的 70 个中药
品种进行了集中竞价招标采购， 收到了很好
的实效， 确保了中药质量， 稳定了中药价格。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永庆） 4 月 9 日， 常
德市西湖管理区柳林嘴外江大堤上， 一架遥
控无人机缓缓起动， 伴随着 “隆隆……” 之
声飞往蓝天碧草的外滩之上， 灭螺药液喷射
出四支黄色的水柱， 强劲地洒在钉螺密布的
绿草丛花中。

据了解， 由湖南三湘丰隆农业科技股份
公司引进的河南植保无人机， 于 2016 年 3
月开始， 在西湖区广泛开展了农作物病虫害
的统防统治。 该公司现拥有无人机 10 台，
飞手 30 余人。 西湖管理区血防灭螺疫区多、
机械人工灭螺难度大、 成本高， 使用无人飞
机开展灭螺作业， 在湖南尚属首例。

情系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