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夏
雄飞 李海英） “为了建立村上育龄
妇女台账， 我起早贪黑走村入户。 天
黑怕狗， 我随身带着一根棍子壮胆；
曾经路滑摔伤过， 淋雨患过重感冒，
从事计生协工作 20 余年来， 有过委
屈的泪水， 更有幸福的欢笑， 我为自
己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卫计工作者感到
骄傲和自豪！” 5 月 18 日， 在第 20
个 “5·29” 计生协会会员活动日来临
之际， 由长沙市天心区卫计局、 区计
生协主办， 南托街道计生协等单位承
办的 “春夏秋冬·我与计生协会的故
事” 暨优秀会员表彰大会举行， 4 名
卫计专干上台讲述故事， 现场感染了
众多观众。

活动现场还慰问了 10 户计生特
扶家庭、 流动人口困难家庭、 困难计
生家庭代表， 为他们送上了大米、 面
条、 食用油和健康包等物质； 表彰了
20 位优秀协会会员并颁发获奖证书。

������5 月 18 日， 郴州市宜章县
五岭镇卫生院内科医生胡新
亮， 冒着夏雨， 又一次来到偏
远的五岭镇樟桥村， 专程上门
为家庭医生签约对象、 肾病患
者邓灵利检查身体。

“80 后” 女孩邓灵利长期
外出打工， 至今未婚。 2015 年
11 月， 邓灵利逐渐感到身体不
适， 全身浮肿、 乏力， 被医院
确诊为慢性肾炎、 慢性肾功能
不全尿毒症。

邓灵利的重症， 对她的家
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多年
务工积攒下来的积蓄， 加上弟
弟不多的工资收入， 经不起她
辗转多地的检查和治疗花费，
家里仅依靠政府发放的农村低
保和年迈多病的父母亲的微薄
收入维持生活 。 肾脏移植手
术， 是对邓灵利对症治疗的最

佳方案， 但医药费用对她来说
却是天文数字。

2017 年冬， 邓灵利所需的
肾源配型成功 。 12 月 31 日 ，
邓灵利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实施肾移植手术， 按照农村医
保政策， 报账 6.8596 万元。

今年 2 月 8 日， 邓灵利的
家庭医生胡新亮例行上门履约
服务， 得知邓灵利实施肾脏移
植手术， 立即向她详实解读宜
章县健康扶贫政策， 她属于健
康扶贫 “三个一批” 条件， 可
享受健康扶贫优惠政策。 邓灵
利的医药报账比例达到 95%，
报账金额达到 26.7916 万元 ，
与一般新农合政策报账政策相
比， 高出 19.932 万元。 健康扶
贫政策减轻了邓灵利家庭的经
济负担， 她及时归还了亲朋好
友的借款。

如今 ， 邓灵利正在康复之
中， 并接受手术后期治疗和相关
检查， 病情平稳且逐渐好转， 她
对健康和生活充满希望。

宜章县现有人口 6 万余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 23012 户 81012
人， 占全县人口总数的 12.4%，
其中因病致贫 、 因病返贫 5477
户 17719 人。 近年来， 该县启动
健康扶贫工程， 将健康扶贫列为
重大民生工程， 对健康扶贫患者
实施 “一提高 、 两免费 、 三补
助 、 四救助 ” 等优惠政策 。 目
前， 全县享受健康扶贫政策的建
档立卡贫困患者共 16135 人， 救
助资金 2114.8 万元。 对大病救治
投入 900 万元， 集中救治 “4 类
9 病” 245 人。 兜底救助重病对
象 1277 人， 县财政投入兜底金
额 517 万余元。

通讯员 梁师孔 欧阳素环

宜章健康扶贫工程惠农

民生立县
妇幼先行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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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黄宇） 5
月 12 日是第 107 个国际护士
节，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组织护
理工作者在开慧国际露营基地
举办主题为 “守护生命， 你我
同行” 的庆祝表彰暨拓展训练
活动 。 长沙县卫计局党委委
员、 副局长龚发军出席活动并
讲话， 该院党支部书记谈和平
主持。 副院长万旦和宣读 2018
年度优秀护士表彰决定 。 4 名
长沙县卫计系统优秀护士和 14

名医院优秀护士获得荣誉证
书。 在该院护理部主任杨灿
的带领下， 与会护理工作者
面对 国际护士誓言 庄 严 宣
誓。

龚发军对全体护理工作
者提出了希望： 希望大家进
一步强化服务理念， 优化服
务质量， 把患者和社会的满
意度作为检验优质服务成效
的标尺， 为人民群众提供安
全、 专业、 全面、 优质的护
理服务， 为全县护理行业树
旗立帜， 努力成为全市乃至

全省的行业典范。 希望大家加强
学习， 提升技能， 努力成为行业
技术尖子、 服务能手。 希望加强
正面宣传， 积极引导， 营造全社
会尊重护士、 爱护护士、 重视护
理、 支持护理的浓厚氛围。 要善
于挖掘、 发现、 报道护士敬业奉
献的感人事迹， 弘扬护士美德，
争取病人和社会对护士更多更深
的理解。

在拓展训练环节中， 所有参
加人员分组进行了闯关游戏， 护
理姐妹们在相互信任、 沟通和合
作中出色完成了任务。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
守护生命 你我同行

�������5 月 21 日， 长沙县湘龙街道湘郡社区计生协开展
以“关爱女性 服务家庭” 为主题的宣传服务活动， 倡
导居民特别是广大女性朋友树立健康、 科学、 文明的
婚育观念和生活方式。 图为志愿者们向育龄妇女发放
免费计生用品。 通讯员 黄鸾娇 宋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元知） 5 月 18 日，
湘潭市正式启动 “世界家庭医生日” 宣传
周活动， 旨在宣传引导城乡居民更多地了
解、 支持和主动接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营造全社会支持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良好氛围。

湘潭市自 2017 年 6 月正式启动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以来， 共组建家庭医生服
务团队 454 个 ， 签约 103.2 万人 ， 签约率
36.56%， 其中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 67.95%，
贫困人口签约全覆盖， 均达到或超过国家
要求。 2018 年， 湘潭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工作重点向保量提质增效转变， 完善签约
服务内涵， 创新个性化服务包， 提高签约
服务质量。

������本报讯 （通讯员 邵红 陈玉霞） 日前，
常德市临澧县卫计局、 县计生协为确实解
决计生特殊家庭看病难问题， 明确该县人
民医院等 5 家县级医疗机构为计生特殊家
庭定点医疗机构， 为计生特殊家庭开通就
医绿色通道。

据悉， 纳入此次就医绿色通道的 507 个
计生特殊家庭， 全部签订了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合同 ， 在县级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 ，
可享受到挂号、 就诊、 转诊、 取药、 收费、
综合治疗、 结算等优先便利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左成刚） 5 月 20 日，
岳阳市君山区计生协组织君山小学 9 名留
守儿童在区少年宫开展趣味绘画之手掌画
练习， 借此开展心理辅导， 改变留守儿童
紧张、 压抑、 内向、 自卑的消极心理状态。

今年来， 该区计生协将关爱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纳入协会工作内容， 创新 “君山
计生协+君山教育” “星星义工协会+小学”
的工作模式， 与教育部门、 义工协会、 当
地学校密切联手， 让关爱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进入有效开展的新模式。 据悉 ， 目前 9
名受关怀的儿童系君山小学 3-5 年级精准
扶贫的留守儿童， 通过多个阶段效果评估，
活动效果良好。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艳 曹慧英 陈咏梅）
“医生 ， 谢谢你们 ， 让我老婆顺利生下孩
子， 减免这么多费用， 还给她把病治好了，
你们真是好人！” 5 月 14 日， 郴州资兴市州
门司镇上坪村的刘先生握着资兴市第二人
民医院妇产科医生的手， 不停地说。

原来， 刘先生妻子黄女士先天智障， 他
家系建档立卡贫困户。 5 月 9 日凌晨， 黄女
士因妊娠足月、 腹部疼痛急送至资兴市第
二人民医院生产。 但黄女士因为疼痛和智
力原因无法配合分娩， 胎儿出现急性宫内
窘迫。 医院妇产科医生当机立断急诊行剖
宫产， 10 分钟后顺利取出健康女婴。 然而，
术中发现黄女士双侧 5x6 厘米大小的畸胎
瘤。 在征得家属同意后， 医护人员将随时
可能危及生命的畸胎瘤顺利摘除。 5 月 14
日， 母女平安出院。

关爱女性 服务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