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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杨丽杨福泉） 6 月 11 日， 长
沙市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白沙湾社
区 72 岁的金先生来到扬帆小区
公共服务中心， 参加区疾控中心
主办的芙蓉区互联网大数据分
析+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项
目启动会。 他发动妻子、 亲戚、
邻居、 朋友 10 人组建一个工作
小组， 他被选为组长， 得到了区
里赠送的智能血压计， 每人每天
测量 6 次血压上传系统， 上级专
家团队和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根据血压计后台收集的数
据分析， 预测几年之后患中风、
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机率， 并结
合平时饮食、 运动、 服药和生活
习惯进行个体化健康管理。

记者了解到， 湖南省慢病
管理互联网大数据分析联合实
验室 （以下简称 “联合实验
室”） 由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等联合成立， 通过动态
数据采集、 智能健康监测、 健
康分析并整合碎片化健康信息，

提供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及健康
管理干预方案 。 芙蓉区成为
“联合实验室” 第一个试点区。

芙蓉区疾控中心副主任胡
辉伍表示， 该区共有 3 万余名
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 而全区
从事慢性病患者管理的公卫服
务人员不足 100 人 ， 怎么办 ？
该区积极探索， 主动承接互联
网大数据分析+慢性病患者自我
管理小组项目， 通过大数据分
析预测患者的疾病发病风险 ，
让患者全面、 深刻认识自己的
健康状况， 给予患者全方位的
精准指导。

据悉， 该项目首选长沙市
芙蓉区东屯渡街道、 火星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 ，
组建若干工作小组， 每个工作
小组至少包括健康顾问 （由全
科医生担任）、 健康联络员 （由
公卫人员担任）、 组长 （由健康
意识较强、 热心公益的患者担
任） 各一名， 专家帮扶小组由
省内三甲医院专家组成， 至少
包括心脑血管科 、 内分泌科 、

中医调理、 健康管理专家各一
名。

试点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与组员签订知情同意书 ，
同时， 开展个人动态血压监测
和分析， 对前期制定的个人健
康管理初步方案适时调整和完
善， 形成最终方案。 成员入组
第一个月要求每天监测起床 、
早餐后、 服药 2 小时后、 午餐、
晚餐、 睡前 6 个时间点的血压
情况； 第二个月开始要求每天
至少测量一次血压。 健康联络
员做好期间的跟踪服务， 发现
有血压监测连续出现异常者时，
及时与个人取得联系， 帮助患
者分析原因， 必要时上门随访，
详细了解患者生活方式、 用药、
情绪等相关信息。 2 月期满后将
收集的全部信息与数据进行汇
总分析， 结合个人健康管理初
步方案组织全科医生进行集中
讨论， 形成更具针对性的最终
个人健康管理方案， 然后根据
方案开展后续 “一对一” 的个
性化健康指导。

长沙市芙蓉区率先试点

大数据服务慢病患者

�������近年来， 邵阳市绥宁县计生协关注、 关心、 关爱计生家庭留守
儿童， 每年组织医疗服务人员和计生协会会员为孩子们提供健康、
生活和学习帮扶服务。 图为 6月 4日， 该县计生协会主要负责人慰
问关峡乡中心小学一年级计生家庭留守儿童， 给孩子们送去了励志
科普图书、 书包、 雨伞、 文具盒等。 通讯员莫能达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
讯员 侯悦） 6 月
6 日， 长沙县妇
幼保健院在四楼
大 会 议 室 举 办

2019 年 “扬帆正青春·追梦新时代” 青年演
讲比赛。 长沙县卫健局党委委员、 县妇幼保
健院院长夏宇， 县卫健局团委书记李涛， 长
沙县妇幼保健院党总支书记谈和平及该院科
室负责人、 团干部及广大团员青年职工参加
了此次活动。

本次比赛共有 15 名选手参加。 他们来
自不同的科室， 不同的岗位， 有医生、 护
士、 技师……选手个个精神饱满、 声情并
茂， 围绕青春、 追梦的主题， 结合医院建
设， 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事例， 向大家
讲述着他们心中的梦想和激情。 选手们慷慨
激昂的演讲赢得了现场评委和观众们的阵阵
掌声。 经过紧张角逐， 该院检验科陈瑶、 儿
童保健部张惠婷、 儿科门急诊姚吉强分别夺
得第一、 二、 三名。

演讲结束后， 夏宇希望广大团员青年要
怀揣理想、 筑牢信念， 把个人成长成才融入
国家强盛、 医院发展的伟大征程中； 立足本
岗、 知行合一， 遵守纪律， 不断提升自己专
业技能； 求知进取、 开拓创新， 以超越前人
的勇气和与时俱进的朝气， 为医院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此次演讲比赛充分展现了医院
青年立足岗位、 乐于奉献、 务实进取、 追求
梦想的良好精神风貌， 激发了广大团员青年
的青春正能量。

������本报讯 （通
讯 员 何丽英 ）
为 加 强 对 在 校
学 生 的 近 视 防
控 工 作 ， 提 升

学生们科学用眼护眼意识， 6 月 11 日， 永
州市新田县中医医院眼科博士喻娟来到该县
龙泉镇四完小， 为该校三年级 100 余名学生
开展 “少年儿童眼保健” 宣教。

课堂上， 喻娟主要从眼球的发育、 近视
的形成原因、 近视的危害、 近视如何防控及
少年儿童日常眼保健等方面进行了生动、 直
观的讲解。 喻娟以放映幻灯片的方式向孩子
们展示了一些日常生活、 学习行为动漫图，
并罗列了一些判断题， 要求同学们对正确的
行为予以鼓掌， 对错误的行为说 “NO”。 同
学们兴致很高， 积极回答博士的提问。 之
后， 喻娟针对如何防控近视提出了专业建
议： 养成科学健康的用眼习惯、 摄入均衡的
饮食营养、 牢记正确的读写姿势、 加强体育
锻炼、 坚持眼部保健、 睡眠充足、 定期检查
视力等。 最后， 还布置了一道作业： 要求同
学们针对自己平时的行为习惯填写自我检查
表： 哪些是良好习惯， 哪些是不良习惯， 该
如何改正等。

“听了医生阿姨的讲课， 我更加认识到
了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也明白了哪些是不良
习惯， 我以后一定按医生教的去做， 让自己
成为一个心明眼亮的接班人。” 课后， 一位
女同学开心地对笔者说。

扬帆正青春 追梦新时代

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肖奕） 5 月 31 日， 长沙市开福区
清水塘街道四季花城社区 69 岁的
计生特扶家庭成员叶阿姨和丈夫赶
到该街道清水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 参加家庭急救健康知识大讲
堂知识讲座 。 当天 ， 像叶阿姨一
样， 清水塘街道共有 20 余名计生
特扶家庭参加活动。

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二楼一间
活动室里， 由清水塘街道办事处、
清水塘社区、 开福区 “一点通” 家
庭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家庭急救健
康知识大讲堂正在这里开讲。 主办
方邀请清水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全科医生现场讲授应急处置健康
知识。

近年来， 清水塘街道关心关爱
计生特扶家庭， 经过科学调研和周
密部署， 在清水塘社区创办了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 出台卫生、 阅览室
管理、 娱乐活动管理、 安全管理等
制度， 明确工作人员职责， 将 “服
务承诺” 予以公示， 并以政府购买
的方式， 引进长沙市开福区 “一点
通” 家庭服务中心， 辖区计生特扶
家庭不必记电话号码， 只要按下求
助键， 系统便可提供紧急援助、 医
疗救护、 防险防盗的服务。 在清水
塘街道公共服务办和街道计生协会
的联络下， 计生特扶家庭聚在清水
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欢度传统
佳节， 可以阅读书籍、 弹琴作画、
练练书法， 大伙就像一家人， 其乐
融融， 这里也渐渐成为了计生特扶
家庭的温馨家园。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元
知） 6 月 4 日～5 日， 由湘潭
市医改办举办的综合医改专
题研修班在湘潭医卫职业技
术学院开班， 近 200 人参加
集训。

此次研修班邀请来自国
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山西省卫健委、 湖南省卫健
委、 湖南省医管中心等部门的
领导和专家， 就构建优质高效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县域综合
医改和基层卫生综合改革、 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 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等综合医改领域的新观
点、 新经验等进行了阐述、 解

读和交流。
出席开班仪式的湘潭市副

市长傅军表示， 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以努力争创国、 省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成效明显地区为目
标， 聚焦和解决看病难、 看病
贵、 看病远、 看病烦等重点难
点问题， 紧扣健康促进、 药品
改革、 医疗卫生资源布局、 综
合监管、 健康扶贫等年度医改
重点工作落实， 创新推进高血
压、 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防
治， 癌症等重大疾病预防筛
查， 脑卒中和胸痛中心规范化
建设等工作， 努力让人民群众
得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