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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要闻02

为什么人一得上痛风病， 就会出现关
节肿痛、 为什么痛风患者会出现痛风石、
关节变形活动受限、 心肾衰竭甚至尿毒
症？ 这都是高尿酸血症惹的祸 ？ 如何做
到日常监测尿酸， 有效预防控制痛风急
性发作？

尿酸监测真的很重要！
现在您只需一个电话 400-100-7335，

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价值 398 元智能家用尿
酸分析仪， 从此不用跑医院 ， 排队挂号

预约专家 ， 在
家就能轻松自
如 监 测 尿 酸 ，
尿 酸 早 知 道 ，
控制更轻松。

智能家用尿酸分析仪
操作简单， 测量准确。 全自动智能测

量尿酸， 轻松便捷， 一学就会 。 大屏设
计， 清晰易读， 测量结果一目了然。
爱心企业树好口碑，尿酸仪只送不买

即日起拨打电话 400-100-7335 申请
参与 “智能尿酸仪进万家活动 ” 即可免
费申领智能尿酸分析仪一台， 在家就能
检测尿酸， 免去了去医院排队挂号抽血
等诸多麻烦。 最后 500 台送完为止。 (随
机附赠痛风健康饮食指导方案）

仅限老痛风高尿酸人群， 60 岁以上
离退休人员优先申领， 不得重复申领。

500台智能尿酸分析仪免费送
高尿酸！ 老痛风千万不要错过

报名热线：400-100-7335

������本报讯 （ 通 讯 员 李莎 ）
“郴州市将依托新型基因检测技
术平台， 将疾病预防关口前移，
以 ‘八免两救助’ 综合防治出生
缺陷， 以全民健康助推全面小
康。” 4 月 18 日， 郴州市卫生计
生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钟庆红受
邀参加该市政府门户网站 “在线
访谈” 系列活动时如是说。

郴州市重视抓好出生缺陷
防治工作， 遏制出生缺陷发生
率增长的势头。 2018 年， 该市
财政预算 408 万元用于介入性
产前诊断、 无创产前胎儿 DNA
（脱氧核糖核酸） 检测项目和免
费开展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项
目 。 市卫生计生委联合宣传 、
教育、 民政 、 妇联 、 残联等部
门举办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暨婚
育新风进万家宣传月活动 。 市
人口计生工作领导小组将出生

缺陷防治纳入 《郴州市计划生
育工作年度考评方案》， 采取明
查与暗访相结合 ， 集中督查与
日常检查相结合 ， 现场督导与
电话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 加强
督导考核 ， 强化质量控制 。 该
市建立市级统筹 、 县级为主 、
乡镇管理 、 村级 （社区 ） 配合
的四级出生缺陷防治网络 ， 实
现全市助产医疗保健机构开展
出生缺陷防控工作全覆盖。

据悉 ， 目前该市主要依托
“八免两救助” 妇幼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实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
即免费婚前检查、 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 免费增补叶酸、 孕产
妇免费产前筛查、 免费地中海贫
血防控、 贫困县新生儿疾病筛查
和听力筛查、 免费新生儿遗传代
谢病筛查、 免费基因检测试点项
目， 以及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其中
免费基因检测试点项目是该市医
疗健康精准扶贫工程推出的民生
大礼包， 该项目以北湖区、 苏仙
区为试点， 其他市县逐步推广。
北湖区、 苏仙区每位孕妇可免费
接受 1 次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
血清学产前筛查， 孕产妇免费血
清学产前筛查异常者免费接受 1
次介入性产前诊断或无创产前胎
儿 DNA 检测。

据统计， 2018 年第一季度，
全市共为 10425 位孕产妇免费进
行了产前筛查 （中期）， 筛查出
异常人数 1447 人， 其中 1385 人
接受了产前干预诊断， 干预诊断
率 95.72%； 为 1043 名孕产妇行
免费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 ， 为
660 名孕产妇行免费无创产前胎
儿 DNA 检测， 为 24 名孕产妇行
免费羊水穿刺。

��������4 月 16 日 ~23 日， 益阳市大通湖区千山
红镇公卫办联合镇中心卫生院在辖区内开展建
档立卡贫困户免费健康体检活动， 并为贫困户
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惠及全镇 2000 余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通讯员 赵天武 摄影报道

（上接 01版）
该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李文贵告诉记

者， 县第一人民医院是二级甲等医院， 但在
全市来说医院面积最小、 最穷， 人才引进困
难。 2016 年 7 月， 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一人
民医院与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疗联合
体” 挂牌成立， 双方签订了 “建立双向转
诊、 骨科、 心血管专科联盟” 协议书， 通道
侗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成为怀化市第一
人民医院的医联体联盟单位。 怀化市第一
人民医院派驻专家， 每 3个月一轮， 帮助该
县第一人民医院新开展心脏介入技术， 组
建脊柱外科， 使县域内急性心肌梗死的救
治率明显提升。 另一方面借助怀化市第一
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网络建设， 由该县第一
人民医院牵头， 与乡镇卫生院组建了医疗
共同体， 建立县、 乡、 村一体化急性心肌梗
死急救网络， 通过建立县级心电诊断中心，
实现心电图远程诊断； 县乡医院实行冠心
病、 糖尿病、 慢阻肺、 终末期肾病等慢性疾
病双向转诊的无缝对接， 减少了患者等诊
时间。 自试行分级诊疗试点以来， 全县县域
内就诊率从 85%提高到 90%， 基本实现
“小病不出乡 (镇)、 大病不出县”。 单以骨科
为例， “医疗联合体” 签订之前， 该县第一
人民医院每年住院 1008 人次； 签订之后的
2017年达到 1436人次， 增长 42%。

公卫服务： 做好侗乡群众健康守门人
如果说 “一站式” 结算平台是健康扶贫

政策的 “落地” 创新， “医联体” 模式巧妙
地 “借船出海”， 提升了该县基层诊疗水平，
那么公共卫生服务主要在于防患于未然， 帮
助侗乡群众构筑健康堤岸。

“姚叔， 您空腹血糖为 15.3 毫摩尔/升，
高了， 一定要控制好饮食。” 4 月 16 日， 该
县双江镇卫生院公卫科主任吴思颉对城东村
村民姚炳登说。 当天， 该院共对 60 余名老
年人开展免费检查， 生化、 血常规、 尿常
规、 B超、 心电图……一路检查过去， 医务
人员现场答疑， 提出合理化健康建议。

双江镇卫生院院长陈家雄介绍， 全镇组
建家庭医生团队 7 个， 管辖常住人口 37797
人， 常住人口签约 15350 人， 占 40.6%。 在
该县， 共签约 102646人， 占 48%。

让世界 “侗” 听， 侗寨更美丽。 其实，
美丽的基石永远是健康。 通道， 一个 24 万
人口的美丽侗族小县， 正以以人为本的民本
情怀， 改革创新的崭新姿态， 让健康之声更
“侗” 听……

������本报讯 （通讯员 管华林） 4 月
20 日至 22 日， “首届湖湘中医微
创高峰论坛暨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
会中医微创分会成立大会” 在长
沙召开。 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
中医微创分会挂靠衡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 中国医促会非药物疗法
学会副主委、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
院门诊部主任、 中医微创医学领域
资深专家林志当选分会理事长。 来
自全省从事针刀、 刃针、 铍针、 银
质针、 疼痛麻醉、 骨伤推拿等中医
微创领域的专业骨干、 技术人员
300余人出席会议。

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理事
长、 中南大学原副校长李桂源教授
表示， 中医微创医学是中医药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在传统中医药

学和中医药适宜技术基础上挖掘、
传承、 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全新医学
模式。 中医微创其核心医学理念和
技术源远流长， 历经 4000 多年的
传承与发展， 形成了当今独特的中
医微创医学理论和技术体系。

林志作为中医微创医学领域的
重要代表之一， 数十年来走中西
医结合道路， 潜心钻研脊柱病因
学、 软组织损伤诊疗原理、 中医
脉学、 针刀医学体系、 运动康复
学、 肌筋膜技术理论等疼痛康复
相关的多学科基础理论和临床技
能， 专攻疼痛康复， 具有丰富的
诊治疼痛疾病及疑难病症经验 ，
是全面研究解析推广颈前筋膜针刀
技术第一人， 受到患者的高度赞誉
和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本报讯 （通讯员 夏薇薇） 近日， 长沙泰和医院
耳鼻喉科接诊了一位 9 岁的小患者。 “医生！ 医
生！ 快给我的孩子看看。 约 3 个月前就一直流鼻
血， 半天前， 张口都困难了！” 一进门， 孩子家长
便着急说道。

经检查， 患者小袁鼻腔外观畸形， 鼻翼外侧可
见长约 5 厘米的皮肤裂口， 右侧鼻翼及鼻小柱断
裂， 鼻软骨暴露， 鼻腔内结构紊乱， 鼻腔内窥镜下
发现鼻腔内有异物。 主治医生跟家属沟通后， 随即
将小袁送进了手术室， 经鼻内镜用鼻腔异物钳竟取
出了已经腐蚀的电池。

据该院耳鼻喉科手术医师张剑波回忆， 经临床
表现与取出来的电池图片来看， 电池留在鼻腔的时
间应该有数月之久， 没有及时发现， 受到电池的腐
蚀， 鼻腔都烂了。 经过处理， 小袁留院观察两天
后， 就出院休养了。

鼻腔进入异物屡见不鲜， 孩子玩耍时常常会不
小心把瓜子、 豆子、 钮扣、 滚珠等大小刚好的东西
塞进鼻腔。 医生提醒， 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一侧出
现鼻堵现象或鼻出血、 流脓鼻涕， 要想到可能是鼻
腔有异物， 若发现鼻子有臭味， 更应及早就医。

将疾病预防关口前移
郴州 “八免两救助” 综合防治出生缺陷

贫困户享免费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