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2 日， 株洲市石峰区卫健系统开展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演练， 来自辖区综合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等 90 余名医疗卫生专业人员， 进行了防护服穿脱、 心肺复苏
术和疫情全流程模拟演练。 通讯员 肖勤勤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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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本报讯 （通讯员 田华 张桃）
为规范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药适
宜技术， 提升基层卫技人员中医药
技能， 11 月 11 日，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龙山县基层卫生技术人员
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班开班。

据了解， 为办好此次 “国医
大讲堂” 培训， 该县从全县抽选
10 余名中医药专家， 以中医药理
论知识、 针灸推拿技术等为主要
内容， 采用集中面授与临床实践
的培训方式完成培训任务。 通过
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 15 天强化培
训后， 还将对全部培训人员进行
严格的考试考核。

龙山县开展
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显锋 卢凌
云） “我老伴今年在这里住了四次
院， 这里的医护人员态度都很温
和， 我们有什么问题， 总是很快给
我们答复。 我们住在这里就跟家里
一样安心。” 11 月 22 日， 在益阳
市桃江县灰山港镇中心卫生院举行
的病友及家属座谈会上， 患者高章
甫老人的家属这样说道。

座谈会上， 该院与 7 个病区的
病友及家属代表面对面， 针对医院
环境卫生、 便民措施、 服务流程、
服务态度、 后勤保障、 医疗收费、
医保报销、 就医体验等许多细节性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虚心听
取病友及家属的合理化意见与建议
后， 该院就相关意见现场给予了逐
一的解释与答复。

近年来， 桃江县牢固树立 “以
病人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 在提高
医疗服务能力、 优化诊疗流程上下
硬功夫， 优质服务取得实效。 今年
11 月， 经省级专家组评审， 桃江
县灰山港镇中心卫生院成为益阳市
首批通过验收的 “优质服务基层
行” 活动标准化乡镇卫生院。

医患零距离
服务更暖心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卫健） 为
全面评估全市免疫规划工作质量，
11 月 12 至 21 日， 株洲市疾控中
心在全市开展了适龄儿童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现场调查、 入托入学新
生预防接种证查验等免疫规划综合
工作调査评估。

本次调查评估采取各县市区交
叉检查的方式进行， 由各县市区抽
调人员组成 9 个评估调查组分批次
开展调查评估工作， 每个调查组安
排 1 名市级免疫规划人员为资料员
和联络员。 本次调查评估共走访了
20 个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9
所小学， 21 所幼儿园， 对其适龄
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 入托
入学新生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及漏
种儿童补种工作开展了调查评估。

本报讯 （通讯员 冯正春 唐社
学） 11 月 20 日， 永州市道县蚣坝
卫生院工作人员李辉邀上几个同事
来到自己的帮扶对象、 下湖洞村已
经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郭某桂家
里， 帮她选茶籽。 当天帮助郭某桂
选完家里的全部茶籽， 只等着村里
开榨榨油了。

道县是一个传统生产茶油的地
方 。 油茶需要经过晒茶籽 、 收茶
籽、 选茶籽这几道工序， 才能送进
油榨榨出油来。 郭某桂由于丈夫在
2010 年因车祸去世， 自己独自带着
78 岁的婆婆和两个小孩生活， 因为
缺少劳动力而致贫。 2015 年， 道县
蚣坝镇卫生院根据县委、 县政府的
统一安排， 积极开展 “精准扶贫”
工作， 每一名医护人员都结对帮扶
一户贫困家庭， 李辉就与郭某桂结
为帮扶对子。

李辉根据自身从事医务工作特
点， 扎实开展 “健康扶贫” 工作。

李辉见郭婆婆年事已高 ， 视力不
好， 就带着她到卫生院、 县人民医
院做了全面的身体健康检查， 发现
她患有青光眼、 冠心病、 颈椎病等
病， 就自掏腰包， 给她购买布洛芬
缓释胶囊、 藤黄健骨片、 血塞通等
药物， 帮助她治疗疾病。 郭某桂的
女儿读书， 没有领到贫困户教育补
助款 ， 李辉又到县里找到相关部
门， 及时办好。 平时农忙季节， 李
辉总是抽空邀着同事们帮助插田割
禾。 再加上郭某桂勤劳节俭， 开源
节流， 2015 年底脱贫， 与其他人一
起走上小康路。

道县像蚣坝镇卫生院工作人员
李辉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他们按照
“脱贫不脱帮扶 ”、 “脱贫不脱政
策” 的脱贫攻坚政策， 一如既往地
按时到各自的对象户家里， 嘘寒问
暖， 送政策、 送项目、 送技术、 送
劳力、 解难题， 帮助销售农产品，
确保小康路上不少一人。

永州道县：确保小康路上不少一人

模拟应急演练

������本报讯 （通讯员 曲波
全睿 刘志平 ） 11 月 29 日 ，
由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
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 、 衡阳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承 办 的
“2019 年湖南省示范性Ⅲ级药
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
在衡阳市举行。

此次演练活动主要采取
应急事件多媒体演示与现场
情景式演练相结合的形式 ，
按照预案的要求 ， 重点演练
事件发生与报告 、 先期处置
与启动响应 、 事态控制与响
应升级、 联合调查事件原因、
响应终止和舆情发布 、 后期
处置与新闻发布等六个环节。
此次演练模拟的是 2019 年 7
月 15 日衡阳市蒸湘区友谊医
院共有 13 名门诊患者在输液
过程中陆续出现寒颤、 高热、
恶心、 心悸 、 呼吸困难等症
状， 蒸湘区人民政府根据预
案， 迅速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随后， 衡山县爱民医院又有 9
名住院患者在输液过程中陆
续出现类似症状 ， 药品不良
事件发生人数达到 22 人， 衡
阳市人民政府根据事态发展，
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 按照药
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迅
速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演练结束后， 国家药监局
应急管理专家对演练进行了
点评， 高度评价此次应急演
练活动组织周密、 情节紧凑、
演绎精彩 、 主题突出 、 应对
果断， 为应对处置药品安全
突发事件积累了经验 ， 打造
了样板。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梁
辉 张兰艳） 11 月 27 日， 2019 年
湖南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技术培
训班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省级宣
讲活动启动大会在长沙召开， 400
余名省、 市、 县级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技术指导中心挂靠医院相关院
领导、 眼视光学科带头人参加会议。
此次会议标志着湖南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指导三级网络正式形成。

2018 年， 湖南省儿童青少年
近视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幼儿园 6
岁左右儿童近视率为 16.6%， 小学
生近视率为 28.9%， 初中生近视率
为 68.5%， 高中生 （含职高） 近视
率高达 78.1%， 湖南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面临巨大挑战， 亟待建立覆
盖全省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技术
指导网络。

此次会议由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 省教育厅和省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技术指导中心共同举办 ，
会上， 湖南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技术指导中心正式成立并挂靠
湖南省人民医院， 14 个市州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技术指导中心同
时成立， 百余家县级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技术指导中心挂靠医院
代表出席大会， 共同组成湖南省、
市 、 县三级近视防控网络体系 ，
致力于实现 “治假、 防真、 控加
深” 的近视防治目标， 促进湖南
儿童青少年视觉健康。 湖南省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技术指导中心
负责人、 湖南省人民医院眼视光
中心主任王华教授及 14 个市州指
导中心挂靠医院代表接受授牌和
证书。

王华教授介绍， 省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技术指导中心成立后，

将制定 《湖南省儿童青少年视力
筛查标准》 《湖南省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诊疗技术规范 》 《湖南
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技术质量
控制标准》 《湖南省儿童青少年
视力防控技术队伍建设标准 》 等
技术标准， 规范和指导各地开展
儿童青少年眼保健和眼科医疗服
务。 完善全省体系建设 。 协助省
卫生健康委完善全省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技术指导体系建设 。 定
期组织培训督导。 协助成立省级
技术指导专家库 ， 定期组织专家
对全省各级各地技术指导中心和
相关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技术指导、
培训和质控督导。 深入开展科普
宣传。 组建全省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科普宣教讲师团 ， 定期赴全
省各地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科普宣教讲座和活动。

近视防控指导三级网络形成

株洲开展适龄儿童
免疫规划调查评估

湖南儿童青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