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钟宙恒） 10 月 23 日， 长沙市天
心区卫计局召开全区医疗废物网格化管理动员部署及
培训工作会议， 正式启动该区医疗废物网格化管理试
点工作。

据悉， 医疗废物网格化管理是将全区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门诊部及一级医院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置
为大网格点， 将诊所及其它医疗机构都纳入网格， 以
网格为单位进行智能管理和签约服务， 从而实现医疗
废物集中收集和环境监督网格化管理全覆盖。

会议要求， 各医疗机构积极参与试点工作， 特别
是一级医院作为大网格点起到带头作用， 连接好分管
片区的各类医疗机构。 紧盯违法单位重点查、 结合机
构设置校验查、 配合环保部门联合查、 动员社会参与
主动查。

������本报讯 （通讯员 谢向荣 曹慧英） 10 月 31 日，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与资兴市第二人民医院新湘雅移
动远程医疗平台启动仪式在资兴市第二人民医院举
行。

据悉， 远程医疗平台建立后， 湘雅三医院教授将
通过手机登陆， 接收查阅县级医院患者住院病历、 影
像资料及其它全部检查结果， 通过在线互动和视频交
流， 与当地医师共同对患者病情进行系统分析， 对相
关临床问题进行详细讨论。 随后， 给出会诊结论， 生
成完整的会诊报告单， 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可以随
时、 随地、 随身， 对所有医联体联盟医院开展会诊、
查房、 病例讨论等医疗服务。 对于会诊后认为合作医
院不能承载的重特大疾病患者， 可以通过临床医生的
直接沟通， 通过湘雅三医院 “绿色” 转诊通道， 实现
高效规范转诊。 目前， 湘雅三医院上线临床医技科室
53 个， 上线医生 500 余名， 连接市县医院及基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 余家。

������本报讯 （通讯员 彭上红） 11 月 2 日， 由长沙市
岳麓区健康促进委员会、 区卫计局、 区疾控中心等单
位组织的工间操领操员培训、 慢性病预防与健康管理
知识讲座和心肺复苏现场教学演示活动在区委党校举
行， 活动邀请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20 急救中心、 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第七党总支第二党支部书记刘作良
主任及其团队授课。

活动开始前， 区疾控中心段绍林、 李艳萍领学工
间操。 湘雅三医院 120 急救中心主任刘作良带大家走
进了慢性疾病养生微课堂， 他从慢病现状、 成因、 预
防与管理几个方面做了详细讲解。 湘雅三医院 120 急
救中心李梅老师及其团队向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心肺
复苏现场演示教学， 详细讲解了心肺复苏紧急救护的
基本原则、 方法与步骤， 通过现场演示， 参训人员进
行了操作实践。

������本报讯 （通讯员 肖雄伟 曾玉霜） 10 月 31 日，
湖南省文联、 省总工会等单位来到娄底涟源市开展
“送文化下乡” 活动。 涟源市疾控中心积极响应对接
省职业病防治院， 在五江购物广场开展义诊活动， 为
涟源群众带来健康福音。

活动现场， 省职业病防治院内科、 外科、 五官科、
中毒科、 尘肺科等一行 12 名专家为群众解答疑惑， 并
大力宣讲健康生活方式与职业病防治的相关知识。 此
次活动吸引 200 余名群众参与， 受到广大群众认可。

省职业病防治院是涟源市疾控中心的医联帮扶单
位， 定期安排尘肺职业病专家来涟源市疾控中心诊
治， 让涟源市尘肺病等职业病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便
捷的医疗服务。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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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曾林）
10 月 24 日， 怀化市溆浦县
北斗溪镇政府来了两位村
民， 该镇华荣村 3 组村民邓
以连主动缴纳社会抚养费 1.
6 万元， 光明村 15 组村民陈
健主动缴纳社会抚养费 1.8
万元。 这是该县以 “诚信计
生” 为抓手带来成效的一个
缩影。

自年初以来， 溆浦县抓
重点， 补 “短板”， 强弱项，
以 “诚信计生” 为抓手创新
计生工作新模式。 截至 9 月
30 日， 该县签订规范协议户
数 169965 户 ， 规范协议签
订率为 97.2%。 全县 415 个
村 （居 ） 均开展了民主评
议 ， 评议率达 100%。 征收
社会抚养费 1967.56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92 万元。

该县将 “计划生育征信
体系” 纳入政府 “信用体系
建设项目”， 建立了卫生计生、
公安、 教育、 国土、 民政等
128个服务窗口单位的诚信计
生查验系统。 全县诚信计生

信息系统与县人民法院、 县
人民银行等单位的数据对接，
及时将违法生育对象纳入失
信体系和人民银行征信体系，
实现部门 “信息共享、 协同
管理” 的工作格局。

2018 年 ， 溆浦县推进
“诚信计生” 的最大亮点是
每一份 《诚信计生双向承诺
协议书》 都结合本地实际 ，
突出本地特色， 25 个乡镇的
《诚信计生双向承诺协议书》
内容各不相同， 各有特色 、
各有千秋， 形成了 “溆浦特
色”。 该县落实 “守信联合
激励 ” ， 按照 “政府主导 、
部门协同 、 乡村补充 ” 原
则， 积极落实对 “特别诚信
户 ” 、 “诚信户 ” 的奖励 、
优惠、 优先、 优待政策。 截
至目前， 各乡镇 、 村 （居 ）
兑现诚信计生家庭资金达
240 余万元。 水东镇对辖区
内 “特别诚信户”、 “诚信
户” 的家庭考上第一批本科
院校的学生给予 800 元的助
学奖励， 考上第二批本科院

校的学生给予 400 元的助学
奖励。 同时对失信人员， 相
关部门配合建立多部门联合
惩戒机制， 各窗口部门在办
理相关行政许可事项时， 查
验当事人的诚信等次或诚信
计生证明， 对非诚信户暂缓
办理。 今年以来， 20 名非诚
信人员被纳入全国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受到联合惩戒。

该县 “诚信计生” 领导
小组将 “诚信计生” 纳入全
年卫生计生工作目标管理考
核， 单列分值， 对乡镇、 村
（居） 进行年终考核 。 县计
生协会将 “诚信计生” 工作
列入协会业务工作考核。 县
计生协会抽调人员， 组织 2
个督查组 ， 对全县 25 个乡
镇的 “诚信计生” 工作情况
进行督查 ， 凡因乡镇 、 村
（居 ） 行 政 不 作 为 ， 推 进
“诚信计生 ” 工作不力影响
省市考核评估的， 县 “诚信
计生” 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提
请县委、 县政府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

�������11 月 2 日， 在怀化市
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镇画
笔村， 市场监管人员在向
村民讲解食品药品安全科
普知识。 当日， 该县开展
“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进乡
村” 为主题的扶贫宣传活
动， 当地 70 余名市场监管
专业人员分赴各自对口扶
贫村开展现场宣教， 让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日常
的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通讯员 刘强 曾雪芩
摄影报道

怀化溆浦：

以“诚信计生”为抓手开新局

������10 月 30 日， 长沙市中
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
骨伤二科病房， 科室主任张
杰和管床医生蔡广庆正在查
看手术后的 40 床病人田师
傅。 他的儿子女儿看到躺在
病床上休息的父亲脸色红
润， 病情日益好转， 感激地
对张杰说： “谢谢你们救了
我父亲！”

原来， 10 月 27 日下午 2
时许， 长沙县金井镇 67 岁的
田师傅在骑摩托车时摔倒，
左腿被长条状金属异物贯穿，
顿时血流如注， 躺在地上呻
吟。 田师傅被 120 急救车急
送至该院骨伤二科住院治疗。

田师傅入院后， 张杰和

蔡广庆接诊发现， 一根直径
5 厘米、 长达 30~40 厘米的
钢条， 从田师傅左小腿内侧
向外侧贯穿而过， 露在体外
的一大截钢条约有 20 厘米，
两头还带着钩， 非常危险 。
大家赶紧联系消防官兵前来
处理钢条。 钢条两端带勾 ，
不能蛮力取出。 消防官兵到
达后发现钢条牢牢嵌入伤
处， 创面内有活动性出血 ，
并且污染很重， 他们运用特
制工具， 才剪断了露在腿内
外侧的钢条。

接下来， 就是通过手术
完整拔出钢条。 下午 6 时 ，
田师傅被送入手术室进行手
术。 在成功施行麻醉后， 张

杰、 蔡广庆和医师汤龙飞开
始手术， 逐步分离金属异物
周围组织， 缓慢拨除。

钢条拔出来了， 但大家
的心还是没有完全放下来。
一系列手术有条不紊地展开：
先是在显微镜下进行胫后静
脉和腓动静脉结扎止血， 胫
后动脉和胫神经吻合； 下一
步， 进行腓肠肌肌腱吻合术；
再接着， 进行左腓骨骨折开
放复位内固定术； 置入引流
管， 行灌洗治疗； 修复皮肤
创缘； 予以左下肢石膏固定。
就这样，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一项项手术完成， 晚上 11 时
30 分， 手术终于圆满结束。
通讯员 粟青梅 记者 梁湘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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