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尹慧
文 通讯员 刘孝谊） “今
天的学习非常实用， 让我
们了解到作为病陪人， 如
果遇到问题， 应该按照规
定的流程， 以合理合法的
方式来进行维权。” 正在
湖南省肿瘤医院陪护住院
亲属的李先生感慨地说。

12 月 4 日， 湖南省肿
瘤医院开展了 “社会联
动， 依法治院保平安” 宪
法宣传周活动 。 当日上
午， 该院在住院楼组织病
陪人开展 《医疗纠纷预防
和处理》 专场宣讲会， 邀
请资深律师、 公安人员从

司法、 公安维护社会秩序
的角度， 结合案例进行现
场授课， 以案释法， 告知
病陪人合理合法维护自己
的权益， 给社会上存在的
不良医闹敲响了警钟。

记者从宣讲现场了解
到， 如果发生医疗纠纷 ，
患者可以通过以下正常途
径维权： 一是患者或家属
与医院直接协商。 二是可
向医院所在地医疗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申请人民调
解。 三是向医院所在地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
解。 四是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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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东红 付
任华） “一次体检要花上几百
上千元， 根本舍不得， 现在市区
里的大医院进农村 ， 免费为我
们体检， 还有义诊、 义捐， 不用
担心小毛病变成大问题了。” 12
月 4 日， 娄底市娄星区 “健康快
车” 开进双江乡洪山村， 94 岁
的黄翠英在接受免费体检后由
衷感慨。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围绕让
贫困人口 “看得上病 、 看得起
病、 看得好病” 的目标， 娄底市
推进健康扶贫向全员额 、 全时
段、 全行业进行深度覆盖 ， 通
过全科医生驻村、 公共卫生提
质 、 出生缺陷防控 、 行业资源
整合四种模式， 建立强有力的
健康扶贫体系， 基本建成以基
层治疗为主体的医疗体系 。 上
半年， 在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中，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比 例 提 高 10%补 偿 的 人 数 达
62558 人 ， 补 偿 提 高 金 额

2314.65 万元， 人均提高 370 元；
537 人享受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
50%的政策， 补偿金额达 120.76
万元。

成立高规格的健康扶贫工作
领导小组， 出台健康扶贫工程、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等 8
个规范性文件， 各县市区对贫困
人口、 低保人群实行 “先诊疗后
付费” 和 “一站式” 结算。

快速推动 “全科医生驻村全
覆盖”， 将村级 “赤脚医生” 升
级为标准化 “正规军”。 医务人
员通过规范化培训或转岗培训合
格后， 取得全科执业医师或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 选拔派驻到基层
卫生室。 目前， 娄底已组建以全
科医生为主体的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 501 个 ， 签约群众 184.3 万
人， 已建成 587 个标准化村卫生
室 ， 派驻全科医生 857 名 。 到
2020 年， 全市将实现全科医生
驻村全覆盖。

在全省 “三个一批 ” 基础

上， 娄底创新实施 “公卫提质促
一批” 计划。 利用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对全
市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 免费
提供包括婚检、 孕检等在内的 8
项检查、 2 项救助， 并对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优先服务。 举行为期
3 个月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春
天行动”， 出动团队 485 个 1650
人次， 服务群众 160 余万人。 截
至 9 月底， 娄底已完成两癌免费
检查 102126 例、 免费产前筛查
27973 例。

针对出生缺陷问题， 娄底建
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制定防治
政策措施， 从源头上遏制疾病缺
陷发生。 娄底市卫生计生委建立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中心， 在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设立孕前保健门
诊、 再生育门诊、 免费提供健康
指导及遗传咨询。 2017 年， 娄
底市出生缺陷发生率降至万分之
109.17， 远低于全国万分之 560、
全省万分之 217.95 的发生率。

�������本报讯 （通讯员 郑翔 李丽君） 近
日，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医务人员对路人伸
援手施救的好人好事， 受到社会各界点
赞。

近日， 该院新生儿科护士长李利香在
下班回家路上偶遇一起车祸， 一名老人的
腿被卡在车轮与道路护栏之间。 见此情形，
她马上下车查看情况。 李利香发现这名老
人丝毫动弹不得， 她推测老人腿部可能骨
折了， 于是马上拨打 120 急救电话。 为了
避免老人受到二次伤害， 李利香没有随意
移动老人， 一边安慰老人， 一边疏导围观
的群众。 当天的天气非常寒冷， 老人躺在
地上又痛又冷， 李利香便从自己车里拿出
小被子给老人盖上。

不一会儿， 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为
老人采取了急救措施， 在李利香的帮助下，
急救人员顺利将老人的腿从车轮和护栏中
间抬了出来， 随即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11 月 24 日，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爱尚幼儿
园在该县民族广场开展“消防总动员” 大型安全教
育拓展活动， 全体家长、 老师和幼儿体验了消防应
急过程。 图为孩子们在进行消防水管的使用方法演
练和应急处理。 通讯员 尹序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简浩 付林志） 11 月
23 日， 益阳市中心医院与安化县人民医
院举行对口帮扶签约仪式。

签约双方签署了对口帮扶责任书， 双
方将通过共同开展以医疗卫生服务为主体
的密切合作， 进一步实现互利互惠、 功能
互补的分级就诊模式； 益阳市中心医院对
安化县人民医院开展以帮建、 帮提、 帮教
为主要形式的帮扶工作， 派出专家进行技
术指导、 业务查房、 示范手术、 专题讲座，
为安化县人民医院建立检查检验绿色通道，
共同搭建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建立和完善
远程会诊系统。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芳） 截至 12 月 3
日， 常德津市市中医院 “光明扶贫工程”
已进行 40 余天， 对 5300 余人进行了筛
查， 初步筛查出白内障患者 167 人， 并为
符合条件的 20 名白内障贫困患者实施了
免费手术。

为保证每一个贫困白内障患者能够
得到免费治疗， 重见光明， 津市市选派
12 名医务人员分为四组， 分别负责毛里
湖镇、 药山镇、 新洲镇、 白衣镇贫困户
的筛查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小红 肖同权） 11
月 30 日， 娄底市中心医院组织传染病管理
科、 感染科、 科研科近 10 名医务人员在娄
星广场参加全市艾滋病防治宣传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 医务人员向前来咨询的每
一位群众耐心细致地讲解艾滋病的常见症
状、 传播途径、 易感人群、 预防措施等防
治知识， 免费为市民测量血压 100 余人次，
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 “安全套” 100 余盒，
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本报讯 （通讯员 晏杰芳 李小妮） 近
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洛王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特邀市康复医院专家为辖区内 28
位重症精神病患者家庭开展健康知识讲
座， 并为患者进行了健康体检。

立冬以来， 岳阳楼区深入开展精准扶
贫重症精神病患者” 暖冬” 活动。 截至目
前， 全区共有 2698 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实
现了规范管理， 每人每年享受 1 次免费体
检、 至少 4 次健康访视， 报销特殊门诊自
付部分费用 2400 元。

防“病根” 祛“穷根”
娄底全面构建健康扶贫体系

消防安全从娃娃抓起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12 月 1 日，
湘潭市中医药学会第二届肛肠专业委员
会在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学术交流中心
主办了首次学术年会暨湘潭市中医药学
会中医肛肠病微创技术学习班。 特邀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王
爱华、 湖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主任
医师荣新奇、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主任医师王真权、 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普外肝胆肠专科教授彭健等中医界专
家作了肛肠科前沿专业知识授课。 湘潭
市中医药学会肛肠专委会主任委员陈旺、
副主委皮茂和汤俊， 分别作了 《痔合并
重度贫血的诊疗经验》、 《肛肠病临床特
殊病例分享 》、 《直肠癌诊疗指南的变
迁》 等专题讲座， 让大家受益非浅。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向东） 日前， 湖
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承办的 “千县工
程·众览潇湘” 活动启动仪式暨皮肤病性
病学术交流活动在株洲醴陵市举行。 启动
仪式上， 专家学者们分别围绕 《特应性皮
炎规范治疗》 《荨麻疹的规范化诊疗》 等
课题， 进行深入浅出的专题讲座， 为与会
者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