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谭恋恋）
6 月 6 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小儿眼科及视光团队举行 “守
护儿童心灵的窗户 ” 义诊活
动。 医生在义诊中发现， 小学
生主要存在倒睫、 结膜炎、 斜
视及屈光等眼科问题， 其中有
近视倾向的孩子最多。 该院眼
科教授闵晓珊表示， 如果这些
孩子能够得到有效、 针对性强
而积极的干预， 完全可以延缓
甚至阻止近视的发生。

此前， 该院小儿眼科及视
光团队在小学生和家长中开展
了健康用眼习惯问卷调查活
动 。 根据调查问卷获得的信
息， 医生发现平板、 手机、 电
视是小学生使用最多的电子产
品。 大约每周有 4 天， 孩子们
会使用近距离观看的电子产品
如平板、 手机等， 平均每天使
用 53 分钟， 最长连续使用时
间约为 100 分钟， 有的孩子最

长连续使用时间达 5 小时。 闵
晓珊提醒， 连续近距离用眼如
使用平板 、 手机等 ， 每间隔
20~50 分钟需停下来， 休息 5~
20 分钟。

调查显示， 完成学校作业
是小学生使用平板、 手机等电
子产品最主要的目的， 其次是
看动画片、 电影和玩游戏。 约
三分之二的孩子能够有节制地
使用电子产品， 28%的小朋友
无法自控， 需要家长反复干预
才能放下手里的电子产 品 。
32%的小朋友有不健康的用眼
习惯， 比如长时间使用电子产
品、 在强光或暗处看书、 躺着
或坐车时看书等。

暑假临近， 闵晓珊建议家
长利用假期给孩子好好做一下
体检， 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用
眼习惯。 另外， 增加户外运动
时间不仅有助于减少近视的风
险， 也能减缓近视的度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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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泰和医院二期工程项目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

北路 529 号，二期建设用地面积为 37996.68m2，总建
筑面积为 231236.68m2，主要建设有病房楼、办公科
研综合楼、 培训+值班宿舍、 康复楼 （一）、 康复楼
（二）。 总投资为 30000 万元，项目建成后将新增 934
张病床。

1、 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网络
链接及途径 ：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
hp6000.com/gongshi/yijianbiao.docx；长沙市雨花区井
湾路 889 号监测楼四楼可查阅纸质报告书；

2、征求意见范围：项目周边单位及居民和其他关
心项目环境影响的公众；

3、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信函、电子邮件或建
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 2019 年 6 月 04 至 6 月 18
日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湖南泰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先生 电话：13908462726�

�������联系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 529号
环评单位：湖南天瑶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731-82455267

�������联系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井湾路 889号监测楼四楼

泰和医院二期工程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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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朱香）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 湖南省医
院协会医院文化专业委员会换
届选举暨 “湘医情·文化风 ”
2019 年学术年会在长沙召开 ，
湘潭市中心医院系列文化建设
成果荣获四个奖项， 包括 “湖
南省医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 ”
称号； 参评文化建设案例 《医
美之花， 引领新风》 获 “湖南
省医院文化建设创新案例” 奖；
该院党委书记夏红和党委办主
任杨漾分别荣获 “医院文化建
设先进个人” 和 “医院文化建
设创新个人” 奖， 该院成为此
次年会收获奖项 “大满贯” 的
唯一地市级医院.

在此次会上， 湘潭市中心
医院党委书记夏红以 “传惠景
之魂， 铸和谐之美” 为题进行
了医院文化建设经验交流， 分
享了在提升医院服务方面的经
验做法和人文举措 。 近年来 ，
该院以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行动计划” 为契机， 改善服务
环境， 优化服务流程， 创新服
务举措， 推进人文融合， 形成
了一定的医院服务文化品牌和
科室服务文化特色， 医院曾荣
获 “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 ”
“改善医疗服务最具示范案例
奖 ” 等荣誉 ， 门诊服务中心 、
门急诊儿科、 心内科等科室分
别获 “示范科室” “群众满意
的科室”。

“景仰生命 ， 惠济百姓 ”，
百年底蕴润泽惠景人文， 医院
在传承和发扬百年惠景精神的
基础上， 致力培育有活力的医
院文化， 打造有特色的惠景文
化品牌， 将医院文化建设融入
到职工理想信念树立、 道德情
操陶冶、 文化体育活动以及医
院管理、 医疗服务、 品牌推广
等各项工作中， 营造人文惠景，
建设精神家园， 助推医院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葛小青） 近日， 株
洲市攸县心脑血管疾病分级管理第二批试
点乡镇启动仪式在攸县人民医院举办， 仪
式上对攸县心脑血管疾病慢病管理惠民项
目定点医院、 心脑血管疾病分级管理试点
联盟单位、 糖尿病专科科室共建合作单位
进行了授牌， 并签订联盟合作协议。

据悉， 2018 年， 攸县被湖南省卫健
委列入全省县域内心脑血管疾病分级管理
试点县， 攸县人民医院作为实施单位， 在
网岭、 莲塘坳启动第一批心脑血管疾病筛
查试点工作。 通过下乡义诊、 健康宣教等
形式， 为试点镇村民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6000 余份， 开展心脑血管疾病筛查活动
30 余次， 取得初步成效。 今年， 攸县人
民医院将试点工作进一步延伸到糖尿病专
科共建及 “胸痛、 卒中” 两个中心的医共
体建设上， 通过慢性分级预防和急性发作
的有机结合， 打造从慢到快、 由防及治的
全方位心脑血管疾病分级管理机制。

本报讯 （通讯员 赵祖德) 6 月 4 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局会同有关单位， 依法将打击非法行医
整治行动中没收的 30 余袋违规药品进行
了销毁。

今年来， 岳阳楼区卫计综合监督执
法局重拳出击， 开展了多次打击非法行
医集中整治行动， 整顿和规范了医疗服
务市场。 出动执法人员 220 人次， 执法
车辆 57 台次 ， 依法查处了 2 家 “鼻炎
馆”、 3 家权健养生场所和 5 家非法诊所，
对非法行医场所用于经营的器具、 药品
等依法进行了查扣， 并下令关门停止医
疗活动。

攸县启动心脑血管疾病
分级管理第二批试点

岳阳楼区依法销毁违规药品

本报讯 （通讯员 柏文英） 6 月 1 日，
永州市祁阳县关爱青春期女生健康---
“花蕾行动” 正式启动， 当天的 30 人名
额全部接种完成， 覆盖该县 14 所学校。

据了解， “花蕾行动” 是祁阳县疾
控中心面向全县开展的公益项目， 旨在
提高中小学女生及家长的宫颈癌防治知
识知晓率， 9~18 岁女生接种双价宫颈癌
疫苗可享受一针费用减免。

祁阳开展疫苗接种“花蕾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东红 ）
近日， 一辆车身写有 “医联快
车” 的大巴驶入娄底涟源市七星
街镇同心村村部， 镇卫生院与涟
源市人民医院联合出动， 为当地
贫困户和 65 岁以上老年人进行
了健康体检。 除了常规的血压、
肝肾功能等检查外， 车内还配有
心电图机、 B 超机等设备和医生
问询室， 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流动
医院。 这是涟源开展农村贫困人
口疾病患者分类精准医疗救治的
一个缩影。

此前， 涟源市组织乡镇和基
层医疗机构， 对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情
况进行全面精准识别， 核查出
全市贫困人口中共有大病重病
患者 4276 人， 慢病患者 7068
人。 针对实际情况， 涟源提出
分类精准医疗救治方案， 将大
病、 重病、 慢病患者全部纳入
救治范围 ； 动员市级医疗机
构， 组成 10 支专家队伍深入
农村问诊， 按 “一人一方案”
的原则为贫困户制订分类精准
医疗救治技术服务方案。

经前期精准识别和精准制
定后， 救治工作将于 6 月 15
日进入精准管理阶段， 根据贫

困户的不同疾病， 开展分类救治、
分级诊疗 ， 全面升级健康扶贫
“大礼包”。 大病、 重病对象坚持
基层首诊、 逐级转诊、 属地治疗
原则， 对于一次性可以治愈的进
行集中救治； 对于需要维持治疗
的就近定点救治； 对于需要长期
疗养的， 由基层医疗机构在上级
医疗机构指导下实施治疗和康复
管理。

目前， 专家团队正在有序进
行农村贫困患者病情评估， 已制
订完成精准医疗救治技术服务方
案 8622 人 ， 其中大 、 重病 3788
人， 慢病 4834 人。

涟源升级健康扶贫“大礼包”

近日， 郴州市汝城县益将乡卫生院医务人员深入该乡
苗苗幼儿园进行健康检查， 为他们量身高、 测体重、 听心
肺、 测视力、 抽血化验等， 并通过“人脸识别” 系统采集
幼儿园儿童的人脸图像信息， 为他们建立统一的电子健康
档案人脸数据库。 通讯员 朱忠达 吕桥红 摄影报道

湘雅医院一项健康用眼调查显示

为幼儿健康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