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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要闻02
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芳） 11
月 6 日， 笔者从慈利县妇幼保健
院获悉， 今年以来， 该院以妇女
儿童健康需求为导向， 加强妇幼
健康服务能力建设， 全力提升服
务水平， 多措并举强化保障健康
服务工作顺利开展， 为全县广大
妇女儿童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夯实妇
幼网络。 为保证工作实施， 确保
网底作用发挥到位， 该院组织全
县 461 名村保健员进行培训， 培
训内容包括村级保健员职责、 基
本公共卫生和妇幼重大公共卫生
项目服务规范、 妇幼健康服务政
策法规等。

拓宽健康教育形式， 普及妇
幼健康知识。 为让广大妇女儿童
提升自我保健意识， 更好的掌握
妇幼健康知识和相关政策， 该院
组建了 133 个孕妈妈群， 建立了
孕妈妈微课堂， 有师资授课和答
疑； 还组织多形式的孕妇课堂

384 场次， 截至 10 月底 ， 听课
群众达 1.2 万多人次； 开通了微
信公众平台， 展示了妇幼工作动
态、 政策信息及特色服务项目
等。

建立服务联合体， 满足群众
需求。 为更好利用优质服务资
源，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医疗服
务体系整体效能， 实施分级诊疗
和满足群众健康需求， 该院与湖
南省妇幼保健院成立了 “湖南省
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 授牌当
天， 省妇幼专家指导妇产科、 儿
科规范性交班、 查房等工， 手把
手带教了妇科、 产科手术， 对疑
难病例进行讨论。

抓出生缺陷防控， 助力妇幼
健康工作。 近年来， 慈利县为推
动出生缺陷防控工作， 先后实施
了免费婚前医学检查、 免费增补
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 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 免费产前筛查等
项目工作， 并将出生缺陷防控工

作纳入了对乡镇政府的绩效考核
和计划生育目标考核内容， 每年
均纳入县政府重点工作范围。 同
时县妇保院明确专人， 定期对项
目风险人群进行了追踪随访， 实
行了无缝管理， 出生缺陷发生率
得到有效控制， 呈逐年快速下降
趋势。

截至 9 月底， 慈利县免费发
放叶酸 4704 人， 叶酸服用率达
95.62%; 免费开展婚前医学检查
1659 对 ， 婚检率 81.4%;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 1427 对； 完成
“两癌” 免费检查 11918 人， 完
成全年任务数达 99.32%； 开展
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 3602 人 ，
完成任务数的 101.07%， 风险人
群干预诊断率 91.65%;妊娠结局
随访 3602 人， 妊娠结局随访率
100%， 对确诊的 1 例神经管畸
形和 5 例染色体异常儿均已终止
妊娠， 为全县千万家庭妇幼健康
撑起了安全保护伞！

������本报讯 (通讯员 龙艳芝 许
红亮)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捐
献造血干细胞不仅能救活一个
人， 更能挽救一个家庭 ， 我非
常愿意捐献”。 11 月 2 日上午，
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红十字会 、
县卫计委与国家税务总局江华
县税务局联合为毛江同志举办
的欢送会上， 毛江自豪地说出
了这番激励人心的肺腑之言。

毛江是一名退伍军人， 2001
年从军营回到江华县后 ， 分配
到县税务局水口分局从事税征
工作。 2010 年开始， 毛江每年

坚持参加无偿献血至今 。 2011
年 6 月 10 日， 他第 2 次无偿献
血时， 看到县红十字会发放的捐
献造血干细胞宣传单后， 心想着
如果自己也能救助白血病患者
的生命， 那将是一件十分光彩
的事。 于是， 毫不犹豫地填写了
一份申请表，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

2018 年 5 月 23 日， 他接到
湖南省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电话
通知， 经检索， 他的 HLA 分型资
料与一名求助白血病患者初配相
合， 在征求个人意见时， 他很爽

快的同意了履行捐献意愿。 当他
将此事告诉妻子时， 善良的妻子
兴奋地说： “老公， 你太了不起
啦， 救人的事耽搁不得， 你赶快
去吧， 我陪你一起去。”

6 月 2 日， 毛江通过第二次
HLA 高分检测， 7 月 23 日， 通
过永州市中心医院体检合格。 10
月 29 日， 他收到湖南省造血干
细胞管理中心下达的捐献通知
书， 11 月 3 日， 他在妻子的陪
同下， 赶赴长沙中南大学湘雅
附三医院办理相关手续 ， 预计
不久将正式捐献。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洁 赵爽）
11 月 4 日， 全国首家皮肤专科
互联网医院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正式启动。 该互联网医院自主创
新， 构建了专属于皮肤疾病的人
工智能算法， 形成特有的 Skin-
Net 系统。 患者只需通过两步：
输入症状、 上传皮损照片， 系统
就可对每张图片得出最有可能的
三个诊断， 并推荐相关医生。

自 2013 年起， 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就开始探索 “互联网+”

和医疗大数据在皮肤科中的应
用， 目前已成功打造 “湘雅皮肤
健康与疾病智能化医联体平台”，
为全国第一个集临床科研教育科
普一体化的综合性的皮肤病专科
医联体平台 。 通过该医联体平
台， 患者只需要一台电脑、 一个
手机， 动动手指， 足不出户， 就
可以在家中与专家 “面对面”，
享受到与在医院一样的优质诊疗
服务。 在该平台的基础上， 湘雅
医院 （皮肤病） 互联网医院正式

启动。
通过远程会诊、 双向转诊、

建立危急重症 /疑难病绿色通道
等， 该互联网医院在基层医院和
湘雅系统之间搭建起桥梁， 为基
层患者提供最便捷的就医模式以
及 “全过程、 全方位、 全覆盖”
的诊疗服务。 目前已形成 6 大皮
肤疾病专家会诊团队， 可实现普
通图文、 远程视频、 床旁实时等
会诊模式 ， 为患者提供不同需
求。

�������本报讯 （通讯员 旷林伟)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25 日， 衡阳市南岳区卫计局和教育局
联合开展了全区各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督
导检查。

此次督导， 每到一处， 督导组工作人员
都与各托幼机构负责人、 老师、 保育员面对
面交谈， 前往教室、 保健室、 寝室、 盥洗
室、 食堂、 户外活动场地等场所实地察看，
并查阅相关资料， 详细检查并全面了解各托
幼机构保教员配备和持证上岗情况、 新入园
幼儿体检情况、 环境卫生情况、 安全设施情
况； 同时查看安全检查制度、 卫生保健制
度、 传染病管理制度、 食堂管理制度等制度
的建立和落实情况。

������本报讯 （通讯员 肖宏才刘铸) 日前， 在
湖南省健康促进与教育会上， 益阳市资阳区被
国家卫生健康委授予 “全国健康促进县 （区）”
称号， 成为全国第一批健康促进县区。

自 2014 年资阳区开展创建全国健康促
进区工作以来， 该区财政、 宣传、 发展改
革、 乡镇、 街道等二十多个部门单位组成健
康促进区建设领导小组， 形成了政府主导、
部门配合、 专业指导、 全民参与的格局。 几
年来， 各部门单位制定与健康有关的政策
120 余件，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发放与健康
相关的资料 100 余万份。 通过创建， 资阳区
在健康产业、 环境保护、 合作医疗、 养老保
险、 学校卫生、 职业防护等方面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 参加锻炼的人越来越多， 人民群众
健康素养水平有了大幅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芳瑗 黄桂山） 10 月
28 日， 郴州市霍乱疫情应急处置综合模拟
演练在湘南学院体育馆开展。

这次模拟演练采用情景模拟、 外景演示
和会议现场指挥相结合的方式， 模拟辖区内
发生一起霍乱疫情， 乡镇卫生应急队伍接到
指令后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紧急调查和处置等
过程。 演练中， 各乡镇、 区应急队伍快速到
达指定地点集结， 随后各处置队按防护服的
穿脱、 疫情报告与响应、 应急物资清点、 现
场流行病学调查、 疫区疫点的消杀等环节有
序展开， 综合展示霍乱疫情处置的全过程。
演练结束后， 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对整个演练
过程进行汇总、 讨论、 点评、 总结经验， 对
应急流程进行梳理， 查找漏洞和不足， 及时
提出改进措施。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芬） 10 月 25 日， 岳
阳临湘市召开医疗服务市场专项行动启动
会。 临湘市人社、 发改、 卫计等三部门联合
出台了专项行动方案， 明确行动将采取重点
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全面整治全
市医疗机构、 个人和团伙在医疗服务活动中
涉及医保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

据了解， 专项行动将重点打击制造假病
历、 制作 “阴阳病历” 开具 “阴阳处方”、 虚
增就诊人次、 虚开票据、 虚假用药、 串换诊
疗项目和药品等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
其他手段套取、 骗取医保基金或医保待遇的
虚假诊疗行为； 串换项目收费、 高套手术项
目收费、 耗材收费与诊疗项目不匹配、 收费
项目标准不公示、 多收费少服务等违规行为。

慈利多措并举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11 月 5 日中午， 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门诊部对全体 160 余名工作人
员进行了职业形象礼仪培训。 本次
培训特别邀请到高级礼仪培训师对
门诊服务人员进行仪容仪表仪态专
题讲座， 并邀请工作人员上台与其
一起进行操作演练。

通讯员 汪洋 黄苇萍 廖伟锋
摄影报道

职业形象礼仪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