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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 4 月 13 日，
株洲市委大院各
机 关 单 位 开 展
“无偿献血” 主题
党日活动， 活动
当天有 34 位干部
职工踊跃参加献
血， 以实际行动
投身社会公益事
业， 充分展示了
共产党员的良好
形象和责任担当。
图为献血现场。

通讯员 彭碧莹
摄影报道

������4 月 16 日晚， 娄底市中心医
院产科手术室内， 一台急诊剖宫产
手术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 21
时 07 分， 还未迎来宝宝的啼哭声，
却先听到在场医护人员的惊呼声：
“天啊， 脐带绕颈五圈！ 这已经是
今年的第二个五环宝宝了。” 紧接
着， 随着宝宝清脆的哭声， 在场的
人都松了一口气， “男孩， 3.1 千
克， 评 10 分， 宝宝情况良好， 母
子平安……”

39 岁的产妇朱女士此前已经顺
产过一胎， 这次二胎怀孕 4 个月
时， 朱女士被确诊为甲状腺功能减
退， 怀孕 6 个月时被确诊为妊娠期
糖尿病。 怀孕 8 个多月时， 医院常
规 B 超检查又发现朱女士的宝宝
脐带绕颈三周， 全家人的神经紧绷
起来。 看到朱女士及其家属紧张的
神情， 该院产科主任、 主任医师李
细平教授耐心地安慰她说： “脐带
绕颈在产科门诊十分常见， 多数绕
颈 1-2 周， 3 周以上比较少见。 尽
管脐带缠绕过紧及多圈可能影响胎
儿血供， 有造成胎心改变、 围产儿
缺氧、 窒息甚至死亡的风险。 但也
不必过度紧张。” 李细平建议朱女
士做远程胎心监护， 在家自行进行
胎心监测， 随时把结果发到平台
上， 以供医师第一时间判读。 在远
程胎监和产科专家的保驾护航下，
朱女士一直坚持到了 39 周才接受
剖宫产手术。

李细平介绍， 随着二胎政策的
开放， 像朱女士这样的高龄及高危
孕妇逐渐增多， 以前罕见的脐带绕
颈三周、 五周、 脐带帆状附着、 脐
带螺旋过密等病例也越来越多见。
李细平提醒广大孕妇， 孕期一定要
定期产检， 密切监测胎心、 胎动，
发现胎动异常要立即就医。

通讯员 王海燕 董昉

让健康之声更 听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健康扶贫工作走笔

□本报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曹梦

����� “戊梁山上摆歌台， 款歌笙歌
唱起来， 歌绕侗乡情意浓， 迎接四
方贵客来……” 4 月 16 日至 18
日， 2018 年侗族大戊梁歌会在怀
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举办， 来自湘
黔桂三省 （区） 周边 300 余个村寨
的群众与全国各地的数万游客欢聚
一堂， 对歌传情， 共度侗族 “情人
节”。 让世界 “侗听” 是本次歌会
的主题词， 而更值得传颂的是该县
健康扶贫工作。

“一站式” 结算平台： 让数据
多跑路， 群众少跑路

4 月 16 日上午 11 时许， 该县
县溪镇西流村九组 60 岁村民杨德
文来到县第一人民医院 “一站式”
结算窗口办理出院手续 。 4 月 10
日， 杨德文因脑梗死、 高血压住
院 ， 7 天住院总费用 6407.96 元 。
可县里的健康扶贫政策让他吃了一
惊： 基本医疗报销 4720 元， 健康
扶贫兜底报销 1111 元， 他只需交
纳 576.96 元。

不过， 更令他惊奇的是， 从窗
口打印出来的 “一站式” 结算单上
基本医疗、 大病保险、 “扶贫特惠
保”、 民政救助报销、 医院减免金
额、 健康扶贫兜底报销金额、 合计
补偿金额、 自付费用等清清楚楚，
他不用申请， 不用垫付， 即时办
结， 结完账就可回家了。

杨德文告诉记者， 以前扶贫政
策好是好， 就是难跑， 要到各个部
门找人签字， 来来回回折腾。 现在
好了， 报账真方便。

该县卫生计生局党委书记、 局
长杨正高表示， 这主要是县委、 县
政府大胆创新， 开发了一个 “一站
式” 结算信息化平台。

该县副县长龙满銮说 ， 利用
“一站式” 结算服务系统， 让群众
少跑路、 得实惠， 实现了贫困群众
明白就医， 极大提升了群众满意
度。 同时， 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
率， 各部门省事又省力， 得到了贫
困群众、 部门、 医疗机构等多方的
高度认可。

在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推
动下， 2017 年 10 月， 该县在湖南
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管理信息平台
的基础上， 安排专项资金开发 “一
站式” 结算信息化平台 ， 联合扶
贫、 人社、 卫计 、 财政 、 医疗机
构、 保险机构等部门， 全面对标健
康扶贫 “一覆盖 、 三提高 、 两补
贴、 一减免、 一兜底” 政策， 组建
终端结算大数据库。 2017 年 11 月
底， “一站式” 信息化结算系统研
发成功， 试运行一个月后， 于今年
1 月 1 日正式投入使用。

据统计， 今年 1 月 1 日以来，
该县农村贫困人口在县域医疗机构

住院治疗 3201 人次 ， “一站式 ”
信息化结算 546.6 万元， 实际报销
502.87 万元， 报销比例达到 90%以
上。 “一站式” 信息化平台让贫困
群众住院更容易、 政策更透明、 报
账更便捷， 实现了 “让数据多跑
路， 群众少跑路”。

“医联体” 模式： 小病不出乡
（镇）， 大病不出县

4 月 16 日， 该县双江镇居民
60 岁的尿毒症患者孟献英躺在县
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 15 号病床上，
看到查房的那个 “白大褂” 便重重
吁了一口气， 彻底放下心来。 这个
“白大褂” 就是派驻县第一人民医
院 3 个月的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肝
胆外科主治医师肖振亮。

4月 14日， 孟献英右侧胸背部
疼痛到县第一人民医院就诊， 经查是
胆囊炎发作。 其实， 胆囊炎切除手术
并不复杂， 但孟献英身患尿毒症 10
年， 常年透析， 造成凝血功能不强，
术中一旦血管破裂出血就会酿成大
险； 切除手术需施行麻醉， 而孟献英
代谢能力不足， 更是麻烦事。

“这些围手术期的风险必须可
操纵。 有了市里的专家在这里， 我
们心里有底气多了。” 该县第一人
民医院普外科主任杨德勇说。 更重
要的是， 孟献英不用去市里做手术
了。 (下转 02版）

无偿献血献爱心

平安诞生记
“五环宝宝”

启 事
������因本报办公场所临时搬迁
（由新闻大酒店 30 楼搬迁至 18
楼）， 4 月 24 日、 4 月 26 日报
纸合刊出版。 5 月 1 日劳动节休
刊， 5 月 3 日正常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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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号玩家》强势来袭

如何健康看 3D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