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邵阳市新宁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推广“互联网 +
家庭医生”模式，利用手机 APP、健康一体机服务辖区居民，开展快
速建档、签约、随访、在线图文和视频门诊等服务，将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融入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 实现了家庭医生服务的快速签
约。 图为 12月 18日，家庭医生上门为社区居民测量血压。

通讯员 陈柏平 李君 摄影报道

������ “你就像我的兄弟， 对
我实在太好了 ！” 12 月 24
日， 株洲醴陵市官庄镇潭塘
村村民周志昂在签下 《脱贫
申请书》 的那一刻， 激动地
对帮扶责任人肖志成说道。

10 年前 ， 周志昂因意
外伤到脊神经， 从此双下肢
瘫痪， 家庭一贫如洗。 2016
年，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他成为醴陵市卫计局机关
干部肖志成的 “一对一” 帮
扶对象。 去年 8 月， 周志昂
双下肢缺血性感染严重， 肖
志成很快为他联系醴陵市中
医医院骨科进行治疗。 住院
期 间 ， 共 产 生 医 疗 费 用
3769 元 ， 通过 “先诊疗 、
后付费” 和 “一站式” 即时
结算机制， 周志昂自付费用
仅为 578 元， 肖志成又全部
帮他缴纳。 出院后， 肖志成
经常会带上一些生活用品和
常用药品看望周志昂， 因担
心他双腿感染， 还会定期上
门为其检查身体， 进行康复
训练以及褥疮护理， 在这样
细心的照料下， 周志昂才免
于双下肢截肢的风险。

一场暴雨导致浏阳河河
堤垮塌， 周志昂家被洪水浸
泡长达一周， 肖志成为他向
市红十字会申请了基本生活
用品， 叫来家人帮忙清理污
泥、 做好消毒， 并向潭塘村
村委会申请 “五保之家” 让
周志昂一家居住。 两年的帮
扶， 肖志成与周志昂犹如兄
弟一般， 现在周志昂身体状
况稳定， 生活有了保障。

通讯员 李欣钰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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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陈妙琼 ) “2017、 2018 连续
两年， 我带队参加 ‘万步有约’
活动， 每天 9 点上班前走完 3000
步， 下午 17 时下班后走完 4000
步， 每天万步， 生活习惯更有规
律 ， 身体更健康了 。” 12 月 24
日， 在长沙县建设全国健康促进
县启动暨第二届 “万步有约” 职
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闭幕式现
场， 参赛者黎先生对记者说。

黎先生是长沙县公安局的一
名干警。 他带领县公安局、 县食
品药品监督局、 县国土局等 4 个
单位 22 名队员组成联队参加比
赛， 队员全部达标， 他个人被评
为 “万步有约” 金牌领队。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 宣读了

长沙县第二届 “万步有约” 职业
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获奖名单，
对 32 支优秀团队 、 传播信使
(团队)， 金、 银、 铜牌领队， 18
位优秀领队、 9 位健步达人、 10
位减重达人 、 10 位减脂达人 、
10 位减压达人、 10 位优秀征文
获得者、 147 名万步环保奖以及
100 户 “健康家庭” 颁奖。

据介绍， 长沙县自启动第二
届 “万步有约” 职业人群健走激
励大奖赛以来， 通过预赛选拔了
610 名队员参加全国第三届 “万
步有约” 比赛， 所有队员满分完
成任务。 长沙县也以满分的成绩
荣获全国铜牌健走示范区、 示范
区优秀组织奖和省内优秀健走示
范区三项奖项。

记者了解到， 创建国家健康
促进县 (区) 工作是原国家卫生计
生委从 2014 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
的试点建设项目。 目前， 长沙县
已成立领导小组， 启动健康促进
县 (区) 建设工作。 每个社区和村
建立一个健康教育活动室， 健康
教育活动室覆盖率达 100%； 建立
了主题公园、 文化广场、 健身步
道等健身场所， 配备了 200 余套
健身设施， 健身场所社区覆盖率
达 100%； 各社区 (村) 均设置了
健康教育宣传栏， 每 2 个月更换
一期内容， 社区覆盖率达 100%；
2018 年全县开展健康讲座千余场
次， 受益人数达 10 万人， 7 个健
康步道、 健康主题公园等健康支
持性环境通过省级验收。

������本报讯 （通讯员 肖雄伟 曾玉霜） 12
月 7 日， 历时近 8 个月的 2018 中国健康
科普大赛圆满落幕， 娄底涟源市疾控中
心的 “三健” 主题演讲作品 《远离 “骨
脆脆”， 拥抱 “骨坚强”》 从 2026 件作品
中脱颖而出， 荣获全国三等奖， 并获得
湖南省健康科普大赛二等奖、 2018 年度
湖南省疾控系统先进新闻宣传工作荣誉
称号。

本次奖项由中国疾控中心与中国健
康教育中心、 中华预防医学会及清华大
学共同举办 ， 共 征集到来自 25 个省
（自 治 区 ） 、 直 辖 市 的 2026 件 作 品 。
《远离 “骨脆脆” 拥抱 “骨坚强”》 以一
个常见的老年人摔倒案例为切入点， 深
入浅出地向大家介绍了骨质疏松症对人
的危害， 使人们能清楚地认识骨质疏松
症， 并且介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
行为习惯对它的影响 ， 以及从营养均
衡、 合理运动等方面讲解了此类疾病的
预防措施。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李文峰） 12
月 19 日， 郴州市汝城县计生协选送的故
事节目 《赤子茶心》 获郴州市计生协系
统 “感动就在身边” 故事会一等奖。

《赤子茶心》 故事主要讲述汝城县
泉水镇旱塘瑶族村原党支部书记、 村计
生协会会长何培生， 通过计生协会 “三
结合” 项目带领计生贫困群众发展晒山
茶产业脱贫致富的故事。

������本报讯 （通讯员 唐秀华） 近日， 衡
阳市衡山县计生协组织相关人员对全县
2018 年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县级示范村进
行全面验收。 所验收村 （居） 均达到计
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要求， 全部予以
通过。

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的验收主
要对基层计生协组织建设、 开展宣传服
务活动、 群众依法开展自治情况以及计
生协会工作效果等方面进行， 该县今年
创建 1 个省级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
范乡镇， 2 个省级先进村， 1 个市级示范
村， 全县示范村 （居） 已经达到 50%以
上。

������本报讯 (通汛员 邹巧 张运峰) 12 月
8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基层皮肤科
医生论坛暨 “智能皮肤” 推广应用交流
会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专家团
湘西州基层义诊活动在永顺县举办。

学术会议上， 湘雅二医院的皮肤科
专家们从药疹的临床表现及重症药疹的
治疗策略、 新生儿与儿童常见皮肤病的
临床诊治要点、 妊娠相关性皮肤病的临
床诊治策略、 湖南省麻风病防治现状与
防治策略等方面重点进行了授课， 并现
场进行了 “智能皮肤” 的推广应用。

������ 12 月 16 日上 午 11 时 30
分， 在广东东莞参加扶贫募捐工
作会的郴州市嘉禾县驻东莞流动
协会会长李小华， 在讲话过程中
突发心肌梗塞 ， 经抢救无效死
亡。 年仅 52 岁的生命永远定格
在关怀关爱寒门学子、 贫困计生
家庭、 留守儿童的现场。

据统计， 嘉禾县流入东莞的
人口 8.3 万余人， 育龄妇女 1.92
万余人。 2017 年 9 月， 李小华受
命担任中共嘉禾县驻东莞流动党
委书记、 嘉禾县驻东莞流动人口
计生协会会长。 上任以来， 李小
华通过与驻地党组织、 卫计局、
计生协会区域协作、 “结对共
建”， 使各流动支部 （计生协会）
主动融入两地 “共建共享”， 区
域协作呈现立体化、 网格化、 全
覆盖态势。 李小华组建志愿者队
伍， 构建志愿者服务网， 会同党
委一班人经常性开展以关爱困难
家庭的 “我和你·心连心” 志愿
服务行动。 目前在东莞形成了志

愿者爱心 “朋友圈”， 各种服务活
动比较活跃。 在今年开展的 “送
温暖、 送健康” 和教育扶贫募捐
活动中， 各流动党支部协会分会
积极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并积极
为贫困计生家庭学子和留守儿童
募捐， 目前已经募捐善款 15 万余
元， 结对帮扶家庭 80 余户。

来自嘉禾县广发镇的小曹 ，
初中毕业后来到东莞市桥头镇一
家公司打工。 今年 4 月 5 日凌晨，
上晚班的他受单位主管安排， 骑
摩托车搭乘同事一起外出办事 。
办完事后回家途中， 不幸发生单
方面的交通意外事故， 导致小曹
从摩托车上摔下来， 头部严重受
伤， 最终失去生命。 事情发生以
后， 李小华派出工作人员在为家
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时， 对本案
的处理提出了清晰的思路， 通过
据理力争， 用人单位除承担医疗
费外， 一次性赔偿小曹家属各项
工伤待遇 62 万元。

通讯员 邓文斌 李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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