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邹佳运） 6
月 20 日， 在人来人往的娄底市
中心医院门诊大厅内， 一位老大
爷突发癫痫倒地， 经现场医护人
员及时救治， 目前已脱离危险。

当日上午 9 时 40 分左右 ，
66 岁的周大爷在该院门诊三楼
大厅排队就诊时突发癫痫晕厥倒
地， 四肢抽搐， 嘴唇发绀， 口吐
白沫。 正在导诊台值班的门诊办
主管护师目睹了这一幕， 迅速呼
唤在就近诊室看诊的神经外科主
任医师黎景光教授进行现场救援
并疏散人群。

黎景光火速赶到周大爷身
边， 将其气道分泌物用纱布清理
干净， 保持气道通畅， 用压缩板
垫在患者的上下牙之间， 防止牙
关紧闭时咬伤舌部。 闻讯赶来的
其他医务人员迅速准备氧气、 血
压计、 担架， 为周大爷输氧、 测
血压， 监测生命体征。 经过医务
人员齐心协力， 周大爷逐渐恢复
意识， 症状缓解。 黎景光检查了
周大爷的瞳孔及四肢反射后长舒
一口气说道： “应急处理及时妥
当， 患者转危为安！” 随后， 周
大爷被送往该院急诊科进行进一
步的诊治。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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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曹金银）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 的厚
爱 ， 是你们给了我们生存下
去的希望！” 近日， 郴州市临
武县武水镇车头村廖细林 、
邝小英夫妇从县卫计局工作
人员手中接过 1.92 万元的计
划生育特别扶助奖励金 “一
卡通 ” 银行卡时感激地说 。
由于该夫妇属独生子死亡家
庭 ， 且男方二级残疾 、 女方
患有较严重的慢性疾病 ， 夫
妻双方都不能从事体力劳动，
从 2015 年享受国家计划生育

特别扶助政策 ， 他们日常生
活得到了有效保障。

今年来， 临武县卫生计生
局派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
励扶助对象和计划生育特别
扶助对象 （简称 “两扶”） 专
项调查督导组 ， 对全县 2017
年度享受 “两扶 ” 对象进行
了年检年审 ， 对 2018 年度上
报拟纳入 “两扶 ” 的对象进
行了全面的信息调查核实 。
截至 6 月底 ， 全县核定 2018
年度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
扶助对象 834 人、 计划生育特

别扶助对象 139 人 ， 分别按
每人每年 1440 元、 9600 元的
标准发放了奖扶金 ， 采取邮
政银行 “一卡通 ” 逐人上门
发放到对象手中 ， 发放 “两
扶 ” 奖励金达 253.536 万元 ，
对每名 “两扶 ” 对象实行现
场签收且留回执备案备查 ，
杜绝了 “两扶” 奖励金截留、
发放不及时现象的发生 。 同
时 ， 该县还对符合国家 “两
扶” 政策的对象扩面， 提前 5
年享受每人每年 600 元奖扶
金， 在当年底兑现到位。

�������7 月 11 日是第 29 个世界人
口日。 7 月 10 日， 长沙市雨花
区左家塘街道在桂花社区市民广
场开展以“共建生育文明 共享
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7·11” 世
界人口日宣传活动， 搭建宣传咨
询台， 向居民和流动人口现场宣
传卫计政策和健康知识。 图为街
道卫计工作人员向育龄妇女免费
发放避孕药具。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陈智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蔡荡） 7 月 6 日， 第 60
期 “长沙幸福家庭公益大讲坛” 在长沙师范学
院 （安沙校区） 实验剧院举办。

长沙幸福家庭公益大讲坛由长沙市委宣传
部、 市卫生计生委、 市文明办联合主办， 市计
生科技服务中心承办。 本期承办方为长沙县卫
计局、 安沙镇人民政府。 活动特邀著名民俗专
家、 长沙 “活字典” 顾庆丰带来了一场主题为
《毛泽东与湖湘文化》 的讲座。

据介绍， 五年来， 长沙幸福家庭公益大讲
坛共举办公益讲座 60 期， 邀请专家教授 60 人
次前来开坛授课， 25000 个家庭、 近 20 万群
众因此获益。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晓晓） “你们进入了青
春期， 性生理、 性心理、 性道德、 性健康、 防性
侵犯都是应该学习、 掌握的内容。” 7 月 2 日，
衡阳市祁东县卫计局会同县教育局、 团县委、 县
义工协会举办的青少年生理心理健康教育课走
进偏僻的太和堂镇罗口町中学教室， 引起了在场
近 100名正值青春期的初一学生的共鸣。

自 6 月初开始至 7 月初， 祁东县卫计局联
合上述相关部门， 特邀教学经验丰富的心理健
康专家胡玉鹏等老师， 奔赴全县各乡镇 (街道)
中学， 巡回讲解青春期卫生健康知识， 运用图
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 通俗易懂地讲解青少年
性健康常识， 采取游戏、 互动、 抢答、 测试等
形式， 指导解释男生与女生在交往中应遵循的
原则和 “尺寸”， 为同学们揭开青春期神秘面
纱， 帮助青少年学生解除青春期困惑。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秋平） 7 月 1 日， 郴州
市安仁县永乐江镇三塘村在村党支部庆 “七·
一” 文艺汇演活动期间发放 “生育关怀大学新
生奖励金”， 该村向今年高考取得较好成绩的
本村架塘组学生龙倩发放了 5000 元奖励金。

近年来， 安仁县永乐江镇三塘村进一步优
化计生服务措施 ， 拓展生育关怀服务领域 ，
2017 年修订的 《山塘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
程》 中明确规定： “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中
考取大学本科的学生， 按考取一本奖励 5000
元、 考取二本奖励 3000 元的标准对每名大学
新生给予一次性奖励。”

������本报讯 （通讯员 郑以亮 廖菱艳 刘润菊）
近日， 笔者从永州市蓝山县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
心了解到， 自今年蓝山县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
（宫颈癌、 乳腺癌） 免费检查项目实施以来， 已
有 5125名农村妇女免费享受了 “两癌” 检查。

为全面落实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检
查项目， 蓝山县成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和技术
指导小组， 蓝山县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抽调
医务骨干力量， 组建 “两癌” 检查队。 今年 3
月初 “两癌” 免费检查项目实施以来， 检查队
带着仪器， 深入乡村、 企业、 厂矿， 为农村适
龄妇女进行 “两癌” 检查。 截至目前， 蓝山县
已有 5125 名农村妇女免费享受了 “两癌” 检
查， 同时对疑似病例和高危病例进行追踪和随
访， 给予关怀关爱。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溪琳
李花） 47 岁的黄女士平日身
体尚好， 可 3 年前腹部出现
的肿物不断增大， 到如今需
抚肚撑腰， 有如怀孕 8 个多
月孕妇。 近日， 不堪重负的
黄女士经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手术团
队精准进行瘤体剥离手术，
保住了子宫。

入院后检查发现， 黄女
士盆腹腔包块巨大且坚硬如
石， 整个瘤体血供丰富， 有
剖宫探查手术指征， 手术难
度和风险非常大。 该院妇产
科主任、 主任医师刘莉丽等
带领团队详细询问病史， 并
组织全科医生集中进行疑难
病例讨论。

6 月 27 日上午 8 时， 黄
女士被送入手术室。 该院泌
尿外科主任张军、 副主任医
师谭伟发熟练迅速地完成了
膀胱镜下双侧输尿管置管
术。 随后按计划将黄女士转
入介入科， 副主任罗远健带
领团队早已做好术前准备，
他们为黄女士精准进行了子
宫动脉栓塞+腹主动脉球囊
置入术。 麻醉科副主任周先

科马上对她实施麻醉、 中心
静脉置管， 全程严密监控生
命体征。

一切准备就绪， 妇科主
任医师徐珊珊、 副主任医师
胡晖及助手为黄女士进行剖
腹探查， 发现盆腹腔内瘤体
最大径线近 35 厘米， 比一
个篮球的直径还要大出很
多 ， 以致手术操作空间狭
窄， 瘤体下方与周边盆腹壁
粘连， 瘤体蒂部无法触及。
徐珊珊考虑巨大子宫肌瘤诊
断成立， 巧妙构思设计剥除
近左前方部分瘤体先行快速
病理切片。 病理科主任陈湘
及团队确诊为良性后， 徐珊
珊快速缩减肿瘤体积， 将大
部分肿瘤牵拉出腹腔， 发现
子宫体外观大致正常， 肿瘤
蒂部起源于子宫颈右前方，
瘤体血运丰富， 静脉丛血管
迂曲怒张。 在各科室的保驾
护航下， 手术团队精准进行
剥离， 并迅速切下瘤体， 保
住了黄女士的子宫。 整个手
术过程非常顺利， 黄女士术
中失血不多， 没有接受输血
治疗。 目前， 黄女士已顺利
康复出院。

郴州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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