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晓晓周特凡） 近日， 衡
阳市祁东县风石堰镇卫生院党支部在杉铺村开
展健康促进和大型义诊活动。 听了 《如何预防
乳腺癌》 宣讲课后， 村民何俩秀说： “卫生院
的 ‘健康直通车’ 开到我们家门口了！”

风石堰镇卫生院组织全院 36名医务工作者，
会同县卫计局、 县中医医院等单位专家， 组织 6
台服务车， 兵分 3路， 逐村逐组开展下乡免费检
查、 健康宣讲、 赠送药品等系列活动。 重点开展
常见病、 慢性病的调查和防治， 对因病不便外出
就诊的对象进行上门会诊、 治疗、 回诊。 本次活
动为期 1个月， 服务目标人群 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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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芳） 10 月 3 日， 68 岁的
陈奶奶历经一波三折， 总算在长沙市第四医院成
功接受微创手术， 解除多年来静脉曲张之疾痛。

家住长沙市岳麓区白箬铺镇的陈奶奶， 双下
肢患静脉曲张多年， 近段时间左下肢酸胀明显加
重。 10 月 1 日， 她到长沙市第四医院医联体协
作单位之一白箬铺卫生院就诊。 当地医生初步诊
断为静脉曲张， 建议到大医院尽快手术治疗， 否
则病情会进一步恶化。 可是很多医院在国庆假
期， 只做急诊手术， 不做择期手术。 最后， 在当
地卫生院医生的建议及联系下， 10 月 3 日， 陈
奶奶到长沙市第四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就诊。

介入血管外科许顺驰主任详细检查了陈奶奶
双下肢， 发现其左侧小腿青筋暴露， 明显可见曲
张静脉团， 且已经出现瘙痒、 色素沉着等。 如果
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皮肤溃疡， 需紧急手术治
疗。 许顺驰立即联系麻醉科主任赵倩开通医疗手
术绿色通道， 为患者实施微创手术， 即 “大隐静
脉高位结扎+激光凝闭术”， 手术非常成功， 仅用
时 30分钟。 次日， 陈奶奶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献
血， 明天我就满 60 岁啦！” 近
日， 株洲市中心血站机采室迎
来了一位 “老熟人”， 她就是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得主
胡建频大姐。 从 2004 年首次
献血至今， 胡大姐共献血 77
次， 25800 毫升， 其中捐献全
血 5 次、 捐献血小板 72 次。

2004 年 12 月 23 日， 胡
建频和好友逛商场时， 看到献
血屋门口的工作人员向过往的
市民发放无偿献血宣传单。 她
觉得应该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

量去帮助别人， 便走进了献血
屋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无偿
献血。 那一次邂逅， 使胡建频
从靠近无偿献血到了解， 再到
期参加无偿献血， 这一路坚
持， 就是 14 年。

在一次偶然情况下， 胡
建频得知血站开设了捐献机
采血小板项目， 献血者们可以
自愿报名参加。 通过工作人员
的介绍， 她学习到一些关于血
小板的知识， 同时也了解到临
床对血小板的需求很大、 血小
板对患者非常重要、 参加机采

血小板捐献要求很高而少有人
达到标准等等信息， 胡建频便
有了要去 “试一试” 的念头。
2007 年 6 月， 她开始尝试参
加机采血小板的捐献。 初试成
功后， 她成为了一名机采血小
板应急捐献者。 只要患者需
要， 她便风雨无阻。 “也许在
人海中， 我不特别， 但对于患
者来说， 我就是那个 ‘非我不
可’ 的人， 就是他们的希望，
我怎么可以不坚持？！” 她经
常这样自勉。

通讯员 彭碧莹

������本报讯 （通讯员 曹金银）
为了加快医疗联合体建设， 充
分发挥医疗联合体在健康扶贫
中的作用， 更好地助推全县扶
贫攻坚大局 ， 郴州市临武县
2017 年底制定了 《临武县医疗
联合体建设和发展实施方案》，
将汾市镇中心卫生院和麦市镇
中心卫生院列为 2018 年县域内
紧密型医联体建设试点， 提供
技术、 设备、 人才和专科建设
等方面支持， 让群众在 “家门
口” 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助力健康扶贫。

自 2018 年试点建设启动
后， 按照行政区划、 方便群众
就医、 分步实施的原则， 该县

先后组建了以临武县人民医院
汾市分院和县中医医院麦市分
院牵头的紧密型医联体一体化
服务管理。 县级牵头医院负责
医联体内成员单位的业务管理，
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临床医疗
及公共卫生质量管理， 定期开
展培训指导、 监督评价和绩效
考核等工作； 按照功能定位和
技术要求为群众提供医疗、 公
共卫生服务； 加强对设备的统
一管理和调配， 建立完善医疗
设备管理制度， 提高设备的使
用率、 完好率。 对医联体内各
医疗机构按政策规定和各自功
能定位及诊疗范围， 进一步完
善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制度 。

同时， 牵头县级医院建立了患
者双向转诊 “绿色通道 ” 和
“一站式” 结算服务， 对上转病
人优先安排接诊、 检查和住院，
把诊断明确、 病情稳定的患者
下转到基层医疗机构， 并指导
基层医生进行后续治疗和康复
工作， 逐步建立和完善基层首
诊、 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 上
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据统计 ， 建设试点以来 ，
今年 1 至 7 月与去年同期相比，
门诊就诊人次、 住院治疗人次
及收入都有大幅度增加。 门诊
收入增长幅度分别为 157.97%、
102.23%； 住院治疗收入增长幅
度分别为 166.21%、 289.32%。

��������9 月 20 日， 郴州市汝城县中
医医院医护人员走进茶山脚钨矿
开展了“救” 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
进厂矿活动。 现场模拟演示了“心
肺复苏术”、 外伤骨折固定、 止血
包扎等急救方法和急救要点。

通讯员 朱忠达 朱孝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满峰） 近日， 笔者从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计委获悉， 截至 8 月，
全州已为 46132 位农村妇女提供了 “两癌” 免
费检查 ， 湖南省下达到湘西的任务为 43640
人， 任务完成率为 105.71%。

2018 年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 免费检查继
续纳入省委、 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未参
加过 “两癌” 免费检查且具有湘西户籍的 35
岁~64 岁农村常住女性， 均可在户籍所在地的
妇幼保健院进行免费检查， 检查产生费用均由
财政承担。

������本报讯 （通讯员 董恩 左
彩云） 今年是 《中华人民共
和国献血法》 颁布实施 20 周
年， 同时也迎来了长沙血液
中心 60 岁生日。 10 月 10 日，
长沙血液中心启动 “与法同
行二十载， 为爱坚守六十年”
纪念周活动， 向无偿献血者
致敬， 号召更多的人奉献爱
心， 为生命加油。

据了解， 20 年来， 长沙
的无偿献血人数从 1998 年的
6132 人次， 增长到 2017 年的
15.7 万人次， 临床用血 100%
来自无偿献血。 长沙已连续 5
次获评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

市 ”。 长沙血液中心经过 60
年的发展壮大， 荣获 “全国
文明单位”， 长沙血液中心血
液检测、 成分制备、 血液储
存等各项技术均达到国内一
流水平， 牢牢守护着 790 多
万星城市民的红色生命线。

1998 年至 2017 年， 长沙
累计 200 多万人次参加无偿
献血， 许多生命因他们的挽
袖之举获得重生， 他们的爱
心被更多人铭记。

53 岁的刘海沙是宁乡市
夏铎铺镇一名憨厚朴实、 不
善言辞的农民， 却 17 年如一
日做着一件了不起的事———

他是长沙首批捐献机采血小
板的市民之一， 至今累计捐
献 190 次， 献血量超过 8.8 万
毫升， 相当于 21 名成年人血
量的总和， 成为长沙无偿献
血最多的人。

10 月 8 日， 费必武和姚
志平夫妻走进长沙血液中心
机采科， 每人成功捐献 1.5 个
单位的血小板。 这是费必武
第 168 次、 姚志平第 64 次成
功献血， 夫妻拿着鲜红的献
血证合影， 以纪念携手献血
20 周年。 据了解， 夫妻俩 20
年来总献血量达 118000 毫
升， 成为献血最多的夫妻。

无偿献血 血浓爱更浓
长沙启动“与法同行二十载，为爱坚守六十年”纪念周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东红仇娟） 9 月 28 日，
娄底市卫计委、 市爱卫办召开娄底市中心城区
灭蚊、 灭鼠统一消杀和除 “四害” 集中宣传工
作部署会， 提出于 9 月 28 日~10 月 31 日开展
对中心城区的灭蚊、 灭鼠统一消杀和除四害集
中行动。

现值秋季灭鼠、 灭蚊的关键时候， 该市爱
卫会决定在中心城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以 “灭
蚊、 灭鼠” 为重点的统一消杀和除 “四害” 集
中宣传活动， 发动城区各单位及广大市民群众
积极参与除四害。 病媒生物防制专业人员兵分
多路， 深入城区垃圾中转站、 废弃建筑工地等
地， 通过采取往垃圾站场及下水沟道喷施药物
等办法， 灭杀蚊虫。 向社会群众免费发放灭蟑
药 2000 余包、 灭鼠药品 3.5 吨， 向公共区域投
放灭蚊药包 8000 余袋。

进厂矿
“救”在身边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