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匡爱民
陈晓明邓玉洁） 11月 22 日，
永州市祁阳县中医医院麻醉
医师李中杰捐献造血干细胞
后返回祁阳， 在祁阳县火车
站， 该县红十字协会工作人
员、 同事们为他送上鲜花。

今年 2 月， 李中杰的造

血干细胞与一名白血病患者
配对成功， 李中杰当即表示
愿意捐献。 在历经初配、 高
配、 体检等程序后， 11 月 21
日， 李中杰在县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及家人的陪同下， 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顺利完
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通讯员 覃锐） 12 月 4 日， 张
家界市永定区疾控中心联合吉首大学张家界
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在该校图书馆内开展
了一场艾滋病防治知识竞赛活动。 来自全校
8 支参赛队伍共 32 名学生参加了比赛， 通
过竞赛答题的方式， 让学生了解艾滋病的防
治知识和预防措施， 认识艾滋病的危害， 从
而远离艾滋病各种高危行为的发生。

本次活动有 50 余名防艾志愿者和 300
余名学生参加， 现场发放各类艾滋病宣传
500 份。 活动还组织学生观看了防艾宣传短
片， 区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为学生
讲述了艾滋病的防治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邹喜凤） 在第 31 个
“世界艾滋病日” 来临之际， 11 月 30 日 ，
娄底市新化县洋溪镇计生协牵头组织镇卫计
办、 新化五中、 新化第五人民医院在新化五
中开展了主题为 “美好青春我作主， 关注艾
滋病性与健康” 预防艾滋病宣传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 生殖健康咨询师针对艾滋病
的传播途径、 预防措施、 青春期性心理问
题、 艾滋病性传播疾病的危害、 性防卫知识
与性教育等方面， 通过师生互动和男女互动
等形式进行了讲授。

本报讯 （通讯员 曹金银） 近日， 郴州
市临武县香花镇香花村纯二女计生户王长英
从镇卫计办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奖励金存折，
她十分激动地说： “感谢党、 感谢政府对我
家的关心。”

据了解， 临武县 2018 年度已核定享受
“对往年独生子女及纯二女家庭落实结扎措
施的对象， 每年每户奖励 1000 元” 政策的
对象 1073 户， 奖励金已通过 “一卡通” 上
门发放到位， 发放奖励金达 107.3 万元。 同
时， 县计生协会还将对这 1073 户对象， 分
别免费投保一份 100 元的计划生育家庭综合
保险， 为这些家庭提供 1.34125 亿元的风险
保障， 有效提高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以后
每年进行续保。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晓晓 王红艳） 11 月
22 日， 在衡阳市祁东县河洲镇卫生院住着
的一对聋哑夫妻， 被浓浓的关爱温暖着。 他
们的儿子在这里顺利诞生， 住院手术没有花
一分钱， 卫生院职工还为他们全家捐款捐
物。

父亲张德生， 今年 48 岁， 家住该县粮
市镇茶塘村 7 组， 听力言语障碍， 属一级残
疾，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主。 母亲罗小梅， 今
年 38 岁， 腿残， 属聋哑人。 今年 3 月， 村
卫计专干、 计生协会秘书长陪同罗小梅检查
发现其怀孕了。 随后， 罗小梅得到了有关部
门的特别帮助和跟踪指导。 11 月 20 日， 3
名村干部租车将罗小梅送至 8 千米之外的河
洲镇卫生院生产。 该镇卫生院为其开辟贫困
母亲救助 “绿色通道”， 减免一切检查、 手
术、 用药等费用， 吃住及生活用品无偿供
应， 还雇请一名有经验的妇女伺候照顾。 次
日凌晨， 罗小梅顺产一个健康的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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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彭春华）
“这次要不是县妇幼保健院的
医生为我做产检， 发现胎儿染
色体异常并及时引产， 孩子生
出来不健康就不妙啦！” 近日，
常德市石门县楚江街道办事处
湘运小区孕妇陈思希 （化名）
动情地说道。 像陈思希此种情
况， 该县今年已发生 6 例， 由
于产前筛查到位， 及时确诊后
终止妊娠， 有效防止了出生缺
陷发生。 2018 年石门县出生
缺陷率降至 6.79‰。

近几年 ， 石门县为了落实
产前筛查工作 ， 围绕四个服务
做文章 ： 一是优化服务流程 。
实行 “一核多极 ” 运转模式 ，
明确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为全县产前筛查服务机构，
并在辖区有条件的医疗保健机
构设置采血点 。 二是提升服务
能力 。 多次派临床医师 、 检验
人员参加省市组织的业务培训，
多次邀请省市专家现场授课 ，
组织全县项目工作人员进行专
题培训， 定期安排乡镇服务人

员到县里跟班学习 。 三是扩大
服务范围 。 将夫妇一方非石门
县户籍和双方非石门县户籍但
在县域内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
人口均纳入了免费服务范围 ，
在现居住地即可接受免费产前
筛查服务 ， 有力推进了服务均
等化 。 四是强化服务宣传 。 针
对高危重点人群 ， 县 、 乡镇 、
村 （社区） 组织人员进村入户，
开展一对一帮扶、 面对面沟通，
实施精准帮扶 ， 确保重点人群
产前干预诊断率达 100%。

�������在 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日” 前夕， 长沙市开福区清
水塘街道卫计办、 街道计生协、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
芙蓉路社区在芙蓉中路与营盘东路交叉口街头开展防艾宣
传。 活动现场，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艾滋病专干 （慢病专
干） 向来往群众宣传防艾知识， 为居民和流动人口免费测量
血压， 向群众发放计生药具。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肖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黎德华
周琼） “你的牙齿有一点黑 ，
一颗有蛀牙了， 以后要好好刷
牙， 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知道
吗 ？” “知道了 ， 我以后一定
少吃糖， 好好刷牙， 希望拥有
一口健康美丽的牙齿 。” 这是
近日， 娄底市新化县人民医院

口腔科医生与湖南师大附中思
沁新化实验学校孩子们的一段
对话。

近日， 为帮助同学们提高
口腔保健意识， 养成良好的口
腔卫生习惯， 新化县人民医院
口腔科顾问伍满新、 主任彭雄
南等口腔专家， 来到湖南师大
附中思沁新化实验学校， 为近
1000 名师生开展了一次为期两
天的口腔健康公益活动。

活动现场， 参加检查的同
学排起了长队， 伍满新、 彭雄
南等专家认真细致地为同学们
检查牙齿， 并针对孩子们的口
腔健康问题一对一的进行健康
指导。 此次口腔健康进校园活
动的开展， 普及了口腔保健知
识， 增强了青少年关爱口腔健
康的意识， 提高了口腔保健水
平， 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欢
迎。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容从俊） 12 月 4 日， 长沙县星沙
街道封刀岭社区卫计专干早早地赶
到辖区筑梦佳园小区了解二次供水
情况， 询问是否有 《卫生许可证》，
从业人员是否持 《健康证》？ 这是
长沙县星沙街道着力打造卫计综合
四级监督体系， 堵住卫计综合监管
“漏洞” 的一个侧面。

星沙街道作为长沙县中心城
区， 主要经济个体以服务业等第三
产业为主， 主要涉及酒店住宿、 美
容美发、 足浴理疗、 母婴保健、 体
育健身、 游泳洗浴场所等共计 2187
家， 占全县卫计监管场所的 82.3%。

为有效落实卫计综合监督， 星
沙街道实现了卫监服装、 卫监文
书、 卫监执法终端及执法记录仪统
一标准； 实施了卫计综合监管的
“县许可审批—街道监督检查—社
区日常监管—组级小区楼栋日常巡
查” 的四级监督体系。 该街道所有
卫计综合监管本底全部划分到 252
个网格 ， 充分利用 “幸福星沙 ”
APP， 直接在操作设备终端量化处
理所有依法办事各项服务。 该软件
将所有依法办事事项分类整合为
A、 B、 C、 D 四类， 以量化标准通
过采集事项、 上传工单 、 限时办
结、 绩效评价的流程， 真正实现所
有服务项目的精细化和量化考核，
提高了依法办事效率。

常德石门县多举措落实产前筛查

全县出生缺陷率降至 6.79‰

新化口腔医师义诊进校园

防艾宣传上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