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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满峰） 11 月 30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
镇卫生院的两名医务人员带着医疗仪器
及记录本在十八洞村回访， 为群众提供
疾病预防、 健康指导、 诊疗、 转诊等服
务， 这是湘西家庭医生日常工作的一个
缩影。

近来， 湘西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 家庭医生签约群众可通过预约方
式优先获得门诊或出诊服务， 对超出家
庭医生基本诊疗和服务范围需求的， 可
帮助签约群众预约上级医院的诊疗服务
和提供转诊服务。 花垣县十八洞村在每
户大门上张贴家庭医生签约卡， 群众有
需要时可及时联系医生， 并免费接送，
且该县率先在全州施行 “健康花垣·智
慧卫计” 家庭医生手机签约服务平台，
提供在线预约、 在线咨询、 健康教育、
转诊服务等。

凭着优良的服务及广泛宣传， 截至
当前， 全州常住人口已签约 116.71 万
人， 重点人群签约 106.39 万人， 重点
人群签约覆盖率 78%。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谢鑑
辉） 12 月 3 日， 湖南省儿童医院与
英国 “蝴蝶之家” 签订合作协议， 同
期中国大陆首家中英共建儿童舒缓护
理门诊在该院开诊， 为疾病晚期患儿
和家庭给予积极全面的照顾和指导，
以控制疼痛及有关症状为重点， 同时
关注其心理、 社交及精神需要， 提高
和改善患儿和家属的生活质量。

儿童舒缓治疗是指对患有威胁生
命的疾病或慢性疾病的儿童， 在生
理、 心理、 社会等方面进行积极整体
的照顾， 同时也包括对家庭的照顾。
其核心是让可治愈的孩子及其家长在
治疗过程中不再那么痛苦， 让不可治
愈的孩子在生命末期更加有尊严。

随着湖南省儿童医院与英国 “蝴
蝶之家” 合作协议的正式签订， “蝴
蝶之家” 将定期组织师资来该院进行
技术指导， 培训、 培养中方儿童舒缓
护理人员及志愿者。 同期， 中国大陆
首家中英共建儿童舒缓护理门诊也正
式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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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朱伟基） 12
月 10 日， 笔者从株洲市卫计委
获悉，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构建养老、 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
和社会环境， 株洲市芦淞区积极
打造 “区示范中心、 街道服务中
心、 社区日照中心、 小区老年驿
站” 的四级养老设施网络， 让芦
淞区 3 万多名老人感受 “幸福的
味道”。

政策支持， 培育主体 2017
年株洲市被国家民政部和财政部
共同确认为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
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地区。 在政策的支持下， 芦淞
区以培育市场主体为第一步， 通
过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确定 “湖南
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运
营区社会福利中心， 并与其他 8
家养老机构共同编织起 “保障
网”， 将养老辐射至全区范围。

搭建平台， 提供“菜单式”
服务 为了实现精准养老， 芦淞区
为全区老龄人搭建养老信息服务
平台， 将所有老龄人信息载入平
台， 进行 “菜单式” 服务， 并为
高龄老人、 特困供养老人、 低保
老人、 重点优抚对象老人分别通

过发放生活补贴、 购买意外保险
等多种方式， 实现了精准养老。

医养结合， 提升“幸福指
数” 在现有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 为了减轻老龄人经济负担，
芦淞区在原有的医疗服务基础上
增加了养老服务， 不仅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展医养结合养老服
务， 还在养老机构设立护理院和
医务室， 与二、 三甲医院建立合
作关系， 设立就医 “绿色通道”。
同时落实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制
度 。 切实提升了老龄人的幸福
感、 获得感。

多举措积极推进养老服务
株洲市芦淞区

�������11月 29日， 永州市宁远县中医院组织该院内科、 外
科、 骨伤科、 眼耳鼻喉科、 妇产科等科室近 20 名医务人
员， 深入偏远贫困村———中和镇西山村、 芳竹山村等开
展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为群众测量血压、 检测血糖、 检
查身体， 对诊断符合病情的群众开出处方， 免费发放药
品， 普及常见病、 多发病防治知识。

通讯员 李小阳 李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郭伟） 70 多岁
的段人连爷爷看着新安装的水龙头流
出来白花花的自来水高兴地说： “谢
谢你们医院， 让我们终于喝上自来水
了”。 近日， 衡阳市中心医院对口扶
贫村———耒阳市淝田镇肥美村 11 组
饮水安全工程峻工， 13 户 40 多位村
民喝上了安全的自来水。

据了解， 该村 11 组村民常年喝
河水和井水， 由于水质差， 部分村民
因此得了结石病， 严重的甚至导致尿
毒症， 该村几户贫困户也因病致贫。
2018 年 5 月以来， 衡阳市中心医院驻
村工作队多次走访调研， 和村干部了
解情况， 向医院领导汇报， 争取到上
级部分资金支持， 同时该院也出资 1
万元， 由淝田镇自来水厂负责自来水
管道的路线选择 、 挖沟 、 铺设 、 入
户、 安装。 管道铺设 540 多米， 入户
13 户家庭， 惠及 40 多位村民。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钟胜 黄小花）
为进一步加强药品医疗安全管理， 严厉
打击游医药贩违法经营行为， 11 月 29
日， 永州市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卫生监
督协管站组织执法工作人员在该乡集市
上开展打击游医药贩专项检查行动。

通过专项检查， 发现江湖游医的非
法行医行为仍然存在： 他们利用赶集
日， 流窜到集市， 摆摊设点， 从事无证
行医的违法活动。 针对这些游医摊点，
执法人员采取没收、 取缔的办法， 依法
取缔了游医摊点两个， 收缴一批用于非
法行医的药品， 责令游医立即停止违法
经营行为， 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同
时， 工作人员在市场上还通过设立咨询
服务台， 发放资料、 展示展板、 悬挂横
幅等方式， 向群众讲解就医的正确途
径， 宣传游医等非法行医的危害性。

������本报讯 （通讯员 晏杰芳） 近日 ，
在湖南省卫健委牵头举办的 2018~2019
年度全省心脑血管病高危人群筛查与干
预项目启动培训会上传来好消息， 岳阳
市岳阳楼区疾控中心被评为 2017~2018
年度 “省级先进单位”， 东茅岭、 三眼
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均获 “省
级先进个人” 称号。

岳阳楼区自 2016 年被国家卫健委
定为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
干预项目实施县区以来， 16 个项目承担
单位， 针对辖区内 35~75 岁常住居民，
免费进行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
综合干预， 已完成初筛调查 14297 人。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丽
君） 11 月 24 日， 中国红十字
会徐荣祥再生生命公益基金
定点医院、 中西医结合学会
烧伤创疡治疗培训基地授牌
仪式暨湖南省继续教育项目
《慢性创面治疗新进展学习
班》 在郴州举行。 郴州市政
协副主席、 市红十字会副会
长王东， 徐荣祥再生生命公
益基金管委会委员陈宝琪 ，
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
员会特诊专家金党军， 湘南
学院附属医院院长谭东辉等
专家教授 200 余人参加了会
议。

中国红十字会徐荣祥再
生生命公益基金定点医院和
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疮疡治
疗培训基地同时落户湘南学

院附属医院， 均为郴州市首
家医院。 今后， 烧烫伤、 创
疡的贫困患者， 都可以在此
接受再生医疗技术治疗， 并
申请公益基金帮扶， 最高可
获全额资助。

院长谭东辉表示， 再生
医疗技术通过激活干细胞生
长， 可以实现组织和皮肤的
全层再生， 在烧伤创疡治疗
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也是当今最前沿的医疗技术
之一。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将
不遗余力地推广再生医疗技
术， 在湘南地区培养更多烧
伤创疡治疗方面的技术人才，
让烧伤创疡患者得到更专业
的再生疗法救治， 并推动郴
州市烧伤创疡医学事业的全
面发展。

贫困村群众家门口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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