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要闻

�������春节前夕， 邵阳市
新宁县计生协心系困难
计生家庭， 从该县“生
育关怀” 基金中提取专
项资金 23 万元开展生育
关怀春节慰问活动。 图
为 1 月 22 日， 该县计生
协会负责人看望患病住
院的邓凤珍女士， 并送
上春节生育关怀慰问金。

通讯员 陈柏平 李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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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龚
虎) 1 月 22 日下午 4 时左右， 记者赶
到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 7 楼食
堂 ， 百余人的会场非常热闹 ， 胡芦
丝 、 小提琴 、 情景剧轮番上演 ， 大
家开开心心地观赏节目 。 一侧的街
道 食 堂 ， 热 气 腾 腾 的 多 宝 鱼 、 鸡
肉 、 红烧肘子 、 饺子等美味可口的
菜肴正陆陆续续地端上来 。 该街道
邀请辖区 13 个社区百余名计生特扶
家庭烹煮丰盛菜肴 ， 一起热热闹闹
过年。

今年 84 岁的华云社区计生特扶户
何英 (化名 ) 已在此过了 4 个年了 。
2003 年和 2005 年， 她的独生子、 丈夫
先后不幸去世， 她成了计生特扶户 。
街道、 社区卫计部门没有忘记她， 按
照计生政策， 她每年能领到计生特扶

金， 还与雨花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平时有个
头疼脑热能及时得到咨询或治疗。 这
次， 她赶到街道参加活动， 欣赏节目，
吃团年饭， 还与其他计生特扶家庭一
样领到了雨花区卫计局发放的慰问金，
以及街道准备的红枣、 开心果、 桂园
干大礼包。

近年来， 雨花亭街道围绕 “亲情
关爱” 这一主题积极开展计生特扶家
庭帮扶， 在雨花区卫计局的指导下 ，
建立了街道与社区志愿者联系制度 ，
开展心理疏导、 健康讲座、 户外活动、
走访慰问等活动， 同时组织社区志愿
者对计生特扶家庭开展 “一对一” 帮
扶， 在传统佳节以亲情陪伴、 物质慰
问的形式帮助计生特扶家庭走出孤独，
重拾欢乐。

我们一起开心过年 ������前不久， 身为党员和青年
志愿者的我， 与医院的同事们
来到了地处偏远的衡阳市祁东
县步云桥镇拔茅冲村参加 “学
雷锋下乡义诊送温暖” 活动。
作为祁东县人民医院健康扶贫
团队副队长， 我和同事们开展
了对辖区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走
千家入百户的签约巡诊服务，
为群众提供免费的面对面健康
指导及健康状况评估， 并且为
行动不便的贫困人口上门义
诊。

服务对象肖淑华， 年逾七
十岁， 与智残儿子李建生相依
为命。 肖淑华患有类风湿、 骨
质增生等疾病无法劳作， 我们
对此类家庭格外关心， 健康扶
贫团队更是每月入户进行健康
体检和用药指导， 过年过节也
不忘送去温暖。 我们为肖淑华

长期免费进行中医理疗服务，
并积极联系上级医院寻求更科
学合理的诊疗方案； 为李建生
介绍其力所能及的简单勤杂工
作以贴补家用。

记得有一天， 肖淑华突发
脑梗， 生命危在旦夕， 她首先
给我打电话， 我立即去肖淑华
家探查情况， 通过电话反馈给
上级医院的医生， 同时联系上
级医院通过 “绿色通道” 将肖
淑华送到了县医院进行及时救
治。 病情好转后， 肖淑华激动
地拉住我的手， 热泪盈眶地
说 : “你比我的儿女还要亲 ，
还要体贴入微啊！” 如今肖淑
华脸色红润了许多， 以往暗淡
音容逐渐消失。 当我看到肖淑
华喜笑颜开的那瞬间， 我也开
心地笑了。

祁东县第五人民医院 李芳
生育关怀到床前

健康扶贫 上门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昕晖） 1 月 21
日， 娄底市新化县召开计生协工作会
议， 学习贯彻落实湖南省计生协七届
九次理事会暨全省计生协工作会议精
神 ； 回顾总结 2018 年工作 ， 研究部
署 2019 年工作。 新化县卫计局局长、
县计生协第一副会长张政兵， 县计生
协常务副会长袁建国出席会议并讲
话。

2018 年 ， 新化县计生协被评为
2018 年湖南省计生协模范单位， 计生
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工作在全省作
经验交流。

会议强调， 2019 年， 新化县计生
协工作着力抓好以下几点： 一是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 牢固树立 “四个意
识”，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二是突出

“一个主题”。 全县各级计生协以推进新
时期协会改革转型发展为主题， 围绕
“生育” 和 “健康” 这篇大文章， 全面
唱响 “大人口·大健康” 主题曲。 三是
坚持 “两大重点工作”。 以计生基层群
众自治和流动人口服务为抓手， 聚焦六
大任务， 全面推进计生协改革转型发
展。 四是创新 “三个建设”。 成立县计
生协会党组， 成立一个优生优育健康指
导中心和一个暖心家园。 五是抓好能力
建设， 推进 “生育关怀行动”， 启动青
春健康教育， 开展好 “5·29 计生协会
会员活动日”、 “7·11 世界人口日 ”、
“9·25 《公开信 》 发表周年纪念日 ”、
“12·1 世界艾滋病日” 四大主题宣传服
务活动， 打造好计生协服务品牌， 扩大
计生协会社会影响力。

������本报讯 （ 通讯员 胡飞云
丁应） “谢谢你们的关心， 没
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母子都不知
道该怎么办了！” 1 月 8 日， 在
湘潭市岳塘区荷塘街道健康扶
贫对象邓辉文 （化名） 家中，
来自岳塘区基层医疗单位的家
庭医生谌玲为瘫痪多年的邓辉
文及其患有肠癌的老母亲进行
了免费检查。

2018年， 岳塘区卫计部门
树立让贫困群众 “看得起病”
“看得好病” “方便看病” 和
“少生病” 的目标， 通过发展
信息化建设、 优化诊疗服务流
程、 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
主要措施扎实推进健康扶贫工
作， 畅通农村贫困人口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治疗绿色通道。

该区进一步优化诊疗流

程， 按照 “保证质量、 方便患
者、 管理规范” 原则， 确定全
区 9 种大病集中救治定点医院
为湘潭市第三人民医院、 湘潭
市第一人民医院。 另一方面，
岳塘区加强信息化建设， 各定
点医疗机构设置专门的一站式
结算窗口， 并有专人负责， 安
装了 “一站式” 结算系统， 整
合了除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以外的大病保险、 扶贫特惠
保、 医疗救助、 财政兜底保障
等部门资金。

岳塘区卫计局按期拨付资
金至 “一站式” 结算资金专
户， 实现了民政部门、 保险公
司相关系统与医保系统的对
接， 让贫困患者以便捷的方式
“零负担” 全面享受健康扶贫
综合保障报销 90%的政策。

畅通健康扶贫“绿色通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妙琼 徐
婷 黄宇） 1 月 20 日， 长沙县首
家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示范基
地在长沙县妇幼保健院挂牌启
用， 并开展为期一天的青少年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活动。 800 多
名中小学生和家长共享急救知
识 “盛宴”。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志愿者
工作站成立以来， 县红十字会
联合志愿者工作站在此开展了
多期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深受
学生及家长欢迎。 通过应急救
护知识和技能培训， 青少年及
家长认识到自救互救知识的重
要性， 提高了大家应对突发事
件和意外伤害的应变能力， 增

强了青少年的安全防护意识。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示范基地的设立，
将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
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实现
救护培训基地培训、 体验、 传
播的三大基本功能， 让健康知
识传播到千家万户， 推动 “健
康长沙县” 建设。

长沙县红十字会自 2015 年
理顺管理体制、 机构独立设置
以来 ， 累计开展普及培训 120
余场次， 2 万余人受益， 培训救
护人员 700 余人， 多次荣获全
市 “救护培训工作先进单位 ”
称号， 应急救护工作走在全市
乃至全省前列。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民生立县
妇幼先行

������本报讯 （通讯员 钟娜 ） 春节临
近， 岳阳市岳阳楼区计生协会为了让
计生特困家庭和特殊家庭过上一个欢
乐、 祥和的春节， 自 1 月中旬开展以
“春节慰问送关怀 岁寒情深暖人心”
为主题的精准扶贫活动。

在该区金鹗山街道重湖社区， 今
年失去独女的李倩还在悲痛中， 计生
协工作人员耐心地安抚她的情绪， 并

询问其身体状况， 让李倩感受到了浓
浓的暖意。 在太子庙社区， 83 岁有听
力残疾的白斌看到工作人员前来， 连
忙起身握着工作人员的手， 当工作人
员递上慰问金时， 老人感动得热泪盈
眶。 今年春节， 岳阳楼区计生协会联
合区民政局共计慰问计生特困家庭 138
户 ， 特殊家庭 529 人 ， 发放慰问金
54.7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