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何迪 黄清） 5 月 3 日
至 6 日，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卒中防治
工程委员会、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 中
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 2018 中国脑卒中大会
在北京召开， 同期， 中国心源性卒中防治建
设基地项目启动暨授牌会议举行， 全国共遴
选出 93 家医院， 湖南仅 2 家。 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和湘雅二医院入选全国首批 “中国心
源性卒中防治建设基地医院”。

据悉， 脑梗死是由于血栓阻塞了脑血
管， 造成脑部组织缺血缺氧而发生坏死。 当
发生房颤时， 会导致心脏不规律地颤动， 心
房内的血液不能正常泵出， 血流速度减慢，
此时血液容易凝结成大块的血栓， 这种血栓
肉眼观察为红色， 因此被称为 “红血栓”。
由房颤引起的脑梗死梗塞面积大， 致死、 致
残率高。 要想减少房颤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
险， 抗凝治疗是首要选择。 但是， 目前中国
房颤患者口服抗凝药比例仅为 10%左右， 开
展心源性卒中防治工作意义非凡， 是一项救
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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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袁国林 ）
“从去年开始， 资兴市中医医院
派专家长期在东江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坐诊， 东江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也能为糖尿病患者开药、
做检查了。 医生技术、 药品、 检
查都一样。” 5 月 15 日， 郴州资
兴市东江镇居民朱重文从东江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完病出来高
兴地说。

56 岁的朱重文患二型糖尿
病已 7 年多了， 以前， 做检查、
开药都得到资兴市第一人民医院
去， 每个月至少得往返三次。 从
东江镇到资兴市第一人民医院近
10 千米， 每次一来一回， 再加
上挂号、 排队， 大半天时间就没
了。 朱重文说： “比起以前， 我
如今每年能减少车旅费、 误工费

几千元！”
朱重文受到的实惠得益于资

兴市的医联体建设。 据了解， 资
兴市是湖南省率先启动医联体建
设的试点县市之一 。 2015 年 ，
资兴市将第一人民医院和中医医
院整合组建成资兴市医疗集团
（横向紧密型医联体）， 黄草镇中
心卫生院、 东江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分别由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中医医院承办管理， 组建成纵
向紧密型医联体 （又称医共体）。
医联体内实行规划 、 人事 、 财
务、 资源、 绩效管理 “五统一”，
推行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龙头医
院长期派专家到承办的基层医院
坐诊， 为基层医院添置设备、 药
品， 实行同质化管理， 实现了医
疗服务 “变患者跑腿为专家技

术跑路” 转变。
同时， 资兴市医疗集团还分

别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湖南省
人民医院等 9 所三甲医院建立了
松散型医联体、 专科联盟关系。
借助这些上级医院平台， 邀请知
名专家 “走下来”， 依托其先进
技术力量， 开展临床带教、 业务
指导、 教学查房及科研协作， 实
现医疗、 护理等诊疗技术交流、
人才培养、 疑难会诊、 双向转诊
无缝对接。 通过 “三甲” 医院
的传帮带， 资兴市医疗集团先后
新开设了 ICU、 新生儿科、 介入
科、 微创外科等新科室。 与 2015
年相比， 2017 年资兴市的病人市
外转诊率由 24.5%降至 19.6% ，
逐步实现了 “小病不出乡、 大病
不出县” 的良性就医格局。

“变患者跑腿为专家技术跑路”
资兴医联体：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瑾容 周蓉荣） 5 月 4
日~6 日 “中国胸痛中心湖南联盟成立大会
暨第二届潇湘国际胸痛救治论坛” 在长沙召
开， 选举产生了湖南胸痛联盟组织机构。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龙开超在会
上介绍， “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高、 死亡率排
第一， 这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 解
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优化程序、 整合资
源’。” 龙开超表示， 建立胸痛中心， 是希望
构建一个优质、 高效、 整合型的湖南省心血
管疾病防治新体系。 今后胸痛中心建设应注
重 “上接天线下接地气”。 “上接天线” 是
指湖南胸痛中心要跟得上国家以及世界的先
进水平； “下接地气” 是指要和基层连起
来， 专科医生要和家庭医生连接起来， 治
疗、 急救要和预防、 康复连接起来， 最终实
现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增长速度趋缓、 重大心
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的目标。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赵锦） 近期， 长
沙市疾控中心发布信息：
一种市民相对陌生的呼吸
道传染病———猩红热发病
增多， 人群对猩红热普遍
易感， 患者多为 5 岁—15
岁少年儿童， 托幼机构和
中、 小学校是该病的高发
场所。 疾控部门提醒学校
和托幼机构需做好通风消
毒、 晨午检、 因病缺课登
记和追踪等各项防病措
施， 严防猩红热聚集性疫
情发生。

猩红热是由 A 组 β
型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 其传染
源是患者和带菌者 ,主要
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临床

特点为急起发热 、 咽峡
炎、 全身弥漫性鲜红色皮
疹、 疹退后皮肤有脱屑或
脱皮 。 如能早期正确治
疗， 出疹轻， 可无明显脱
屑 。 若治疗不当或不彻
底， 可能出现关节、 肾脏
等变态反应性并发症。

猩红热目前尚无疫苗
可预防， 做好日常卫生及
病例隔离治疗工作是防病
关键。 儿童居室及教室要
经常开窗通风换气， 每日
至少 3 次， 每次 30 分钟。
托幼机构及中、 小学校要
认真开展晨、 午检和因病
缺课登记、 追踪工作， 做
好教室、 宿舍、 食堂等场
所和玩具、 餐具等用品的
清洁消毒工作。

���������5 月 4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赴武溪镇镇政府门前开展了“三
救三献” 知识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以“人道———
为了你的微笑” 为主题， 围绕救灾、 救助、 救护、
无偿献血、 造血干细胞捐献等方面进行知识宣传。

通讯员 戴会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郑远江） 近日， 地处
高寒山区少数民族乡的邵阳市新宁县麻林
瑶族乡卫生院， 在陈利平院长带领下， 全
体医护人员积极参加健康扶贫大走访活动，
每天分组深入瑶乡各村组， 走访慰问贫困
山民， 积极宣传上级健康扶贫政策。

该卫生院把健康扶贫工作， 作为当前
卫计系统的头等大事来抓， 在全县率先吹
响了推进健康扶贫工作的号角。 各健康扶
贫小组每到一地， 进村入户， 首先开展对
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精准识别工作； 其
次， 对贫困人口疾病进行分类全部救治 ；
同时还积极宣传健康扶贫政策知识 ， 如
“三覆盖”、 “三提高”、 “两补贴”、 “一
减免”、 “一兜底”、 “三个一批”、 先诊疗
后付费、 出院 “一站式” 即时结报服务等，
让健康扶贫政策知识真正做到家喻户晓。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好 ) 5 月 10 日起 ，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食药工商质监局在白
芒营镇开展药品、 医疗器械专项整治行动。

本次集中整治内容包括企业质量负责人
或驻店药师有无存在挂证行为； 有无未经许
可擅自改变注册地址、 经营方式、 经营范围
销售药品， 以及超范围经营药品及医疗器械
经营行为； 有无伪造药品采购来源， 虚构药
品销售流向等， 药品购销存在记录不完整、
不真实， 经营行为无法追溯； 以及未按规定
对药品储存、 运输、 进行温湿度监测的行
为。 根据整治要求， 药品经营企业将严格自
查， 并于 6 月 31 日前提交整改报告报送该
县食药工商质监管部门。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建安 杨晋） 截至 5
月 9 日， 益阳市安化县 395 名高考学子报名
参加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土化人才
培养计划， 报名工作圆满结束。

据悉， 湖南省从今年起将连续 3 年免费
为 51 个贫困县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土
化人才培养。 通过免费本土化人才培养， 能
够有效缓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才
不足的问题， 将对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
务能力与水平起到有力作用。 2018 年分配
该县免费培养名额 36 个， 分别为临床医学
9 名、 临床医学影像 5 名、 预防医学 8 名、
中医学 4 名、 康复治疗技术 3 名、 针灸推拿
3 名、 医学检验 4 名。 该县 395 名高考学子
踊跃报名。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政扬） “有了 ‘衡
东计生基层指导’ 公众号， 我们既可以通过
手机及时了解上级计生工作要求和县内计生
工作动态， 还可以随时随地查阅政策解释、
学习业务知识， 真的很方便工作！” 近日，
衡阳市衡东县的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对该县新
创的基层指导新模式赞不绝口。

为了让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及时了解计生
工作动态， 加强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
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 衡阳市衡东县卫
生计生局创新计生基层指导模式， 开通 “衡
东计生基层指导” 微信公众号， 让乡镇卫计
办工作人员、 村 （社区） 卫计专干有了新的
宣教培训平台。

人道———为了你的微笑

托幼机构警惕聚集性疫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