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一起过生日”

民生立县
妇幼先行

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淑娟 记者
梁湘茂） 12 月 6 日至 7 日， 长沙
县妇幼保健院党总支联合长沙县环
卫局举办 “情系环卫女工” 主题活
动， 为环卫女工进行免费 “两癌”
（宫颈癌和乳腺癌） 筛查。

6 日一大早， 湖南建工兴发物
业的环卫女工们在该院妇女病查治
大厅排起了长队。 平日里忙于保洁
的环卫女工手拿体检表， 依次体检。
今年 47岁的粟女士说， 她是值完今
天的早班才赶来参加检查的， 平常
因为工作繁忙， 不能定期进行健康
检查， 这次能有机会享受到政府的
免费体检， 心情非常激动。

该院医务人员为女工健康检
查， 发放宣传资料、 避孕药具， 并
对她们开展健康宣教， 告知她们长
沙县相关的妇女儿童健康信息渠
道， 便于后期的咨询和随访管理。

乳腺癌、 宫颈癌是女性的两大
健康杀手， 通过早预防、 早筛查，
能够实现早治疗、 早康复， 降低疾
病带来的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党总支在县
卫计局党委的领导下， 在县妇联的
指导下， 创新公益方式， 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 结合医院的专业特长，
将党和政府的关怀惠及更多的群体，
女工们在这次检查活动中， 每人免
费享受 “两癌 ” 初筛和复诊共约
1000 元的检测服务。

“我院为辖区内妇女儿童的健
康保驾护航， 为实现全民健康梦贡献
力量。” 该院党总支书记谈和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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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陈东红 ）
“看病报销比以前方便多了， 几分
钟在一个窗口就全办完了， 而且比
以前也报得多一些。 这次医疗费用
6837.47 元， 连报销带兜底我爸只
花了 683.75 元。” 12 月 6 日， 在娄
底冷水江市人民医院 “一站式” 结
算窗口， 李大爷的女儿高兴地说
道。 近年来， 冷水江市 “五力齐
发”， 扎实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并取
得阶段性成效， 老百姓享受到了越
来越多的实惠。

“三个一批” 让贫困人口“看
得好病”。 冷水江市继续推进 “三
个一批” 行动 （即 “大病集中救治
一批、 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 重
病兜底保障一批”）， 在市域内医疗
机构实施 “先诊疗、 后付费” 服务
模式， 对核实核准的患有国家规定
的 4 类 9 种大病的贫困人口开展集

中救治， 让贫困患者安心看病。 截
至目前， 全市农村贫困人口已实现
“应保尽保”， 10783 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100%参保， 贫困人口县域
内就诊率为 89.88%， 县城内定点
医院大病集中救治率为 90.05%。

“一站式” 结算让贫困人口
“看得起病”。 冷水江市 “一站式”
结算平台建成上线， 实现全市范围
内健康扶贫 “一站式” 结算。 截至
10 月 31 日， 全市贫困人口 “先诊
疗、 后付费” 1840 人， 住院费用
报销比例达到 90%， 住院总费用
1214 万元， 减轻了贫困患者的治
病负担， 也能让患者少跑路、 更顺
心。

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让贫困人
口“方便看病”。 冷水江市持续深
入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已完
成 76 个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任

务， 并对完成建设的村卫生室着手
进行必要的基本设施设备配置及工
作能力职责、 制度等软件方面的建
设， 方便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医。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贫困人口
“少生病”。 冷水江市选优配强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真正做到把服
务对象放在心上。 截至 10 月底 ，
冷水江市家庭医生签约 16 万余人，
其中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70%以上，
贫困人口签约率达 100%。

义诊和“送医送药” 活动让贫
困人口“看得上病”。 冷水江市发
挥医联体优势， 定期开展义诊和
“送医送药” 活动， 为村民提供义
诊、 免费健康体检等服务， 让贫困
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专家
的服务。 全年解答群众咨询 6500
余人次， 测血糖 2000 余人次， 免
费发放药品价值 5 万余元。

������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英） 12
月 2 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
很普通的日子， 但对于贫困户张柳
金老人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 原
来， 这天， 永州市新田县中医医院
帮扶干部何小艳正在陪她过 72 岁
生日 。 当何小艳为她点燃生日蜡
烛， 唱起生日快乐歌时， 老人感动
得热泪盈眶， 不停地说着谢谢。

张柳金是新田县三井镇茂家居
委会天头坪村的贫困户， 老伴已去
世， 儿子一家常年在外务工谋生，
只有她一人在家独居。 以往的生日
都是她一个人过， 没有客人、 没有
蛋糕、 没有礼物。 她没料想到， 今
年她的帮扶责任人何小艳会给她一
个惊喜， 亲自来陪她过生日。

12 月 2 日这天， 何小艳早早把
家里老小安顿好后， 买了蛋糕和慰
问品， 乘车来到张柳金老人家。 当
老人接过礼物， 吃着蛋糕， 想到自
己的帮扶责任人何小艳一直以来为
自己忙这忙那， 诸多关照， 心中甚
是感动。 她说： “感谢党和国家的
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温暖， 今年的
生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谢谢你，
小艳！ 你就像是我的亲孙女。” 何小
艳拉着她的手说： “奶奶， 祝您生
日快乐， 身体健康！ 现在党和国家
的政策这么好， 您就安享晚年吧！”

“你怎么会想到陪贫困户过生
日呢？” 何小艳说： “我觉得贫困
留守老人的内心一定很寂寞 ， 所
以， 想多抽时间来陪陪她。 其实，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我就来与张奶
奶一同过生日啦！”�������近期， 为防控“非洲猪瘟” 疫情，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组织畜

牧、 公安、 食品等职能部门对辖区农贸市场、 超市、 冻库等猪肉消费
储存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 图为近日， 该县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辖区
检查猪肉产品质量。 通讯员 刘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黎德华
唐洁） “不好了 ！ 病房里着
火了 ！ 快来人呀 ！” 11 月 27
日 ， 一声焦急的呼救声从娄
底市新化县人民医院新生儿
科的监护病房里传了出来。

随着这声呼救 ， 当班护
士立即拨打电话报警 ， 通知
保卫科来现场协助灭火和维
持秩序 ， 同时拉下总电源的
闸门切断电源 ； 另一名护士
快速关闭吸氧和输液装置 、
封管 ； 其他医护人员则分工
明确、 迅速有序地推着 19 张
新生婴儿救护床从两个安全
出口疏散 。 不到 3 分钟 ， 接
到电话的保安就已经带着灭
火设备赶到 “火灾现场”， 和
现场的医护人员一起将火扑
灭。

“耗时 3 分 40 秒 ！” 新
生儿科主任张贻聪按下秒表，
大声宣布 。 原来 ， 这是当日
新化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的
一次火灾实战演练。

据了解 ， 新化县人民医
院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 ， 为了提高对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的组织指挥 、 快速响
应能力 ， 最大限度地降低突
发事件的危害 ， 保障安全 ，
医院每月都组织相关科室进
行消防培训和演练 ， 从源头
上杜绝火灾的发生 ， 坚决保
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八面来风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湘兵 赵泳
平 王学强） “你血压高， 有些发
烧 ， 不要再感冒了 ， 一定按时吃
药， 一个星期病情应该大有好转。”
12 月 5 日， 邵阳市邵东阳光医院
胡医生在对卧病在床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宁云 （化名） 做完检查后再三
嘱咐。 当日， 邵东民营医院联合党
支部把开展 11 月份主题党日活动
延伸到贫困户家里， 组织邵东阳光
医院对茶子山村今年未脱贫的 7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上门体检， 并给每
户送上 500 元慰问金。

据了解， 邵东灵官殿镇茶子山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52 户 170 人 ，
到今年底还有 7 户 24 人未脱贫 。
邵东民营医院联合党支部在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时 ， 今年新发展的党
员、 邵东阳光医院总经理陈国富闻
讯后， 立即组织医院党员、 医护人
员、 领导班子成员带上检查仪器来
到贫困户家里， 对他们精心检查，
帮助他们寻找治疗办法。

邵东民营医院：

娄底冷水江市：

健康扶贫“五力齐发”

新化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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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防控非洲猪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