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贺俊） 3 月 5
日， 由共青团湖南科技大学委员会、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雨湖区计生协共
同举办的首届校园 “芳华女生” 文化
节暨关爱青春健康系列活动在湖南科
技大学正式启动， 该校 1300 余名女
生参加。 活动现场， 区计生协会对
20 名成绩优秀、 表现突出、 家境贫
寒的女大学生进行捐助， 为全校 20
名女生保健员颁发了聘书。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刘丹主任医师
随后带来了 《关爱青春健康》 讲座，
详细地给大家普及宫颈癌和乳腺癌知
识。 现场女生兴致高昂， 积极互动，
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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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上午 10 时， 正值门
诊就诊高峰， 娄底市中心医院大厅
内熙熙攘攘， 大家正在有序排队挂
号、 取药。 这时， 一名 40 来岁，
背双肩包、 手提 CT 阅片袋的红衣
女子主动与多名排队就诊的患者搭
讪， 引起了该院门诊办主任李菊容
的注意， 于是李菊容主动上前询
问， 看是否需要帮助。 红衣女子神
色慌张， 说不需要帮助。

正当红衣女子准备快速离开
时，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医生， 她是 ‘医托’， 前几
天骗了我好几百块钱！” 忽然， 一
声尖叫传来， 来自该市娄星区蛇
形山镇的朱艳 （化名） 当着门诊

办工作人员的面指证了该红衣女
子。 该院保卫科立即介入， 调取
事发当天的视频， 锁定了红衣女
子行骗的证据 ， 并立即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 将红衣女子皮梅
（化名 ） 扭送到当地派出所 。 经
查， 皮梅系衡阳人， 听说 “医托”
来钱快， 今年春节过后， 就跟同
伴王某一同来娄底从事职业 “医
托”。 目前， 公安机关正对该案件
进行调查取证。

该院门诊办主任李菊容介绍，
“医托” 具有团体性、 对抗性和欺
骗性等特点。 他们惯用的招数主
要有三招： 一是套近乎。 “医托”
们总是游荡在大医院附近， 找到

目标后， 主动搭讪套取病情， 接
着以 “同病相怜” 或以老乡的身
份取得病人的信任。 二是诉说假
经历。 取得病人的信任后， “医
托” 就以 “亲身经历” 谎称大医
院不但贵而且治不好， 某医院某
教授是治这种病的专家， 便宜又
有疗效， 然后将病人骗至目的地。
三是用高价药骗钱 。 与 “医托 ”
联手的 “医师” 开出一些十分普
通便宜的药物， 以高价卖给病人。

在此， 李菊容提醒广大患者，
一定要明辨 “医托” 的不法行为，
尽量选择国家正规医院就医， 以
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通讯员 黄小红 肖同权

“医托”落网记

������本报讯 （通讯员 易锦霞） 3
月 5 日， 株洲市天元区卫计局
在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举行 “互联网+医疗健康” 试点
仪式， 向天元区基层医疗机构
发放巡诊车及相关医疗设备。

“车子就交给你们使用了。”
天元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现场
将巡诊车等医疗设备移交给基
层单位负责人。 此次政府投入
约 500 万元， 用于 “互联网+医
疗健康” 项目的开发， 依托该
平台， 可以将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 医院诊疗信息、 公共卫生
信息实时传输、 互联互通。 居
民不出村 （社区）， 就能得到上
级医疗机构和专家团队的诊治，
真正意义上让群众少跑路， 让
信息多跑路， 通过信息化手段
实现医疗健康服务。

据悉 ， “互联网+健康医
疗” 的最大优势是在天元区搭
建互联互通网络平台， 老百姓
在巡诊车上做完体检后， 体检
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全区的健
康管理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晓晓 匡
登峰） 3 月 6 日下午， 衡阳市祁东
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张上峰接到
一个特殊的电话， 电话称， 在该县
政府某工作会议过程中， 一名 48
岁男同志突发剧烈胸痛、 呼吸急
促。 与此同时， 县政府办已呼叫
120， 请祁东县人民医院胸痛中心
立即做好抢救准备。

病情十万火急！ 祁东县人民医
院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彭喜意、 胸痛
中心行政总监雷翔云以最快速度组
织急诊科。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祁
东县人民医院 120 医务人员将患者
送入急诊抢救室。

由于发病突然， 患者家属还未
赶到医院， 手术签字及缴费手续均
无法完成。 医院决定， 病情紧急，
无需等待， 立刻开通胸痛绿色通
道， 先救治后收费。

祁东县人民医院与陪同患者来
院的县政府办负责人快速沟通病情
后， 一键启动导管室， 全力做好上
述患者急诊手术准备， 并按照急性
心梗救治流程 ， 绕行心内科及
CCU 病房 （冠心病监护病房）， 将
患者直接送达导管室行介入手术。

通过复查造影， 前降支血流恢
复正常， 血管轻度狭窄， 考虑此次
发病系急性血栓事件， 遵照指南，
PTCA 术 （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 ）
后积极抗栓治疗， 未植入支架。 经
过抢救， 患者术后胸痛明显缓解，
送入 CCU 病房继续治疗。

��������每逢赶圩日， 永州市新田县骥村
镇上出现一些地摊买药者， 少数江湖
游医向当地群众兜售中药材。 该镇卫
生计生监督所在赶圩日组织工作人员
上街， 向群众现场宣传管理法规。 图
为 3 月 11 日， 工作人员 （左二、 三）
向群众宣讲健康知识。

通讯员 黄丽艳 张华玉 摄影报道

赶圩日宣讲卫生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唐为兵 陈婷
婷） 3 月 8 日， 常德市石门县卫生健
康局举行 “庆三八” 暨 “说说我的扶
贫故事” 征文颁奖仪式。

据悉， 本次主题征文活动旨在弘扬
局机关女职工在决胜脱贫攻坚战中勤劳
坚韧、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展现局机
关女职工积极投身于家乡建设的主人翁
精神。 本次征文比赛共收集作品 34件，
经过评选委员会客观公正认真的评选，
最终朱振华 《走在扶贫路上》 等 6名女
职工的作品获得一等奖。

������本报讯 （通讯员 潘泉） 3
月 7 日， 娄底冷水江市中医医
院党总支开展以 “扫黑除恶 ”
专项斗争为学习主题的党日活
动， 深入贯彻落实冷水江市委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精
神， 全面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冷水江市
委扫黑除恶专项会议相关精神，
向全体党员强调： 扫黑除恶是
党中央、 习总书记做出的决策，
是一场全国性人民战争， 黑恶
不尽决不收兵， 要求全体党员
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习总书记在中央和全

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思
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确保扫黑除恶工作
各项任务落实， 取得良好的政
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 ，
冷水江市中医医院全体党员深
刻意识到， 天朗气清的环境需
人人守护， 扫黑除恶是民心所
向， 作为党员更要树立一身正
气， 立足岗位实际， 担起各自
职责， 把活动与本职工作密切
结合， 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
出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林桦 黄丹）
“谢谢你们及时产后访视， 现在我身体
各方面都恢复很快， 宝宝的黄疸也消
退了很多！” 3月 11日， 一位刚出院不
久的产妇对前来探访的郴州市北湖区
增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女医生充
满了感激。 这一幕正是该区百名卫计
巾帼志愿者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开展
“三八” 行动暖人心的一个缩影。

据悉， 活动启动以来， 全区各医
疗卫生单位 300 余名巾帼志愿者积极
响应， 迅速组织， 纷纷走进社区、 农
村、 校园、 火车站……大力开展优生
优育政策宣传、 健康宣教、 “两癌 (乳
腺癌和宫颈癌）” 筛查、 计生关怀、 药
品、 药具发放、 产后访视和健康义诊
等为民服务活动， 为北湖女同胞健康
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俊明） 3 月 8
日， 怀化市洪江区桂花园乡计生协开
展 “庆三八暨诚信计生 《双向承诺
书》 现场签订会” 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知识课堂、 趣味问
答、 游戏互动、 文艺表演、 义诊、 现
场救助与表彰 6 大模块。 趣味问答环
节主要就新一年的诚信计生 《双向承
诺书》 具体内容进行现场抢答。 承诺
书不仅加大对新生儿慰问、 重点大学
录取等方面的投入， 更是将优生优育
检查、 新兵入伍纳入奖励范畴， 扩大
诚信户奖励范围， 为诚信计生工作的
展开营造良好氛围。

冷水江市中医医院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PTCA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