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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罗闻 欧阳
华娟） 5 月 19 日，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居
民、 60 岁的张平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续签家
庭医生。 2019 年， 张平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
了约， 不仅享受 10 余项公卫免费服务， 而且可
以经常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聆听健康讲座， 在
家庭医生的健康管理下， 她的血压得到了有效
控制。 儿子儿媳也加入了家庭医生签约微信群，
一有头疼脑热， 可以随时向家庭医生咨询。

今年 5 月 19 日是第 10 个 “世界家庭医生
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联合四方坪街道、 四方
坪街道社区卫生服中心开展 2020 年 “世界家庭
医生日” 主题宣传日活动。 四方坪、 伍家岭、
捞刀河、 洪山 4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牌成为
湘雅医院全科住培基层实践基地。

“家庭医生真好， 方便、 快捷， 还能在家
门口得到大医院专家的医疗服务。” 当天， 在四
方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前坪， 金帆社区 75
岁的居民杨满珍带着自己和丈夫的病历本， 找
到湘雅医院全科医学团队孙启英医师问诊， 孙
启英帮她分析病情， 指出她的健康问题主要是
超重、 脂肪肝、 肝功能损害以及白内障； 她丈
夫心房颤动很厉害， 容易引起脑栓塞， 应该及
时到大医院心内科看门诊。

湘雅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张卫茹教授表
示， 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 精神障碍康复期患
者、 晚期肿瘤维持治疗患者、 行动不便者、 长
期卧床者等是家庭医生签约目标人群， 签约后
将享受健康管理、 优先转诊服务、 中医药 “治
未病” 等 11 项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黎德华 周
琼) 5 月 18 日， 娄底市新化县
120 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心在
新化县人民医院正式启动， 将
不断完善全县突发事件医疗救
治体系， 提高医疗急救能力和
服务水平， 为人民群众筑牢生
命健康保障防线。 新化县人民
医院党总支书记黄智勇、 副院
长贾文勇到调度中心指导工作。

启动日当天， 黄智勇、 贾
文勇来到 120 急救指挥调度中
心， 现场指导了 120 急救指挥
调度中心的科室设置、 120 救
护车的全新配备及院前急救各
项流程等， 要求 120 急救指挥
调度中心全体医务人员树立
“呼叫就是命令、 时间就是生
命” 的急救理念， 以守护生命
为己任， 切实履行好医疗急救
工作者的职责， 发挥全县 120
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心的作用。

据了解， 新化县 120 急救
指挥调度中心目前拥有专业急
救人才 20 余名， 8 辆配备了先

进设施设备的救护车， 其中包
括全县首辆负压救护车、 胸痛
卒中救护车及孕产妇专用救护
车等； 该中心实行 24 小时值
班， 每班配置多组应急急救人
员， 一旦接到急救医疗呼救后，
将根据 “迅速、 安全、 有效”
的原则， 在 5 分钟内完成出车，
并准确及时地将病人信息推送
给院前急救医务人员和医院，
形成患者、 急救人员、 医院 、
指挥调度中心无缝连接模式，
为抢救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
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打造真正
的 “绿色生命通道”。

���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佳鸣 )
日前， 在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
镇六合宫村农村妇女 “两癌”
(宫颈癌、 乳腺癌 ) 筛查现场，
妇女们排着整齐有序的队伍等
待检查 ， 成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

该活动由区计生协与零陵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联合组织开展， 从 4 月中旬开
始， 5 月底结束， 采取技术车
轮流下乡和服务中心全天候提
供服务的方式， 为全区 35 周
岁以上妇女免费进行 “两癌”
筛查， 涉及村 （社区） 334 个，
对象 10 余万人。

为了把好事做好、 实事做
实 ， 全区计生协组织通力配
合 ， 利用村村响工具广泛宣
传； 利用计生协会员分布线长
面广的优势， 计生协会员带头
参检和上门通知； 及时做好检
查现场服务， 做到合理安排。
自零陵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 “两癌 ” 筛查下乡以

来， 在全区计生协的配合努力
下， 尽管天气炎热， 但工作人
员每天都满负荷运转， 展现医
务人员认真负责的精神和计生
协一心为民的风采。

该区菱角塘镇计生协常务
副会长周芳凤说： “这项活动
开展， 是健康扶贫的硬做法，
为农村妇女身心健康护航。 我
镇发扬前期抗疫精神， 检查开
展到哪个村， 我们就办公到哪
村。 目前， 全镇 21 个村已开展
近 10 个村， 对象已达 750 人，
完成指导任务 70%。 我们将保
持干劲， 打一个漂亮仗， 为中
国计生协成立 40 周年献礼。”

永州零陵区计生协：

“两癌”筛查护航 10余万妇女健康

������近日， 永州市新田县中医
医院 120 接诊了一个误服农药
的 4 岁小患者。 经该院急诊科
洗胃、 输液、 吸氧等对症支持
处理后， 小患儿生命体征平稳，
随后， 小患儿被送入该院重症
监护室进一步监护治疗。 目前，
小患儿病情稳定已脱离生命危
险， 指示转该院儿科观察治疗。

据了解， 小患儿爸爸在广
东打工， 妈妈走失了， 所以她
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爷爷奶
奶一共带了 5 个孙子孙女， 前
一天爷爷在集市买了瓶农药回
来， 放在桌子上， 就去忙农活
了。 小女孩看到桌上的农药瓶，
以为是牛奶， 就打开瓶子喝了
起来。 爷爷回来发现后， 马上
把小女孩送到医院。 所幸发现
得早， 送医院抢救及时，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在该院重症监护室， 小患
儿夜半醒来， 一直哭喊着找家

人， ICU 护士陈丽萍爱心拥抱
并耐心哄劝抚慰， 直到小患儿
再次安静入睡。 次日早晨， 患
儿醒来后吵着要昨晚的护士
“妈妈” 抱。 科里的护士阿姨给
她买来了香甜的蛋糕， 并亲切
地逗她玩， 小患儿不再抗拒，
任由护士阿姨抱着。

医生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和
家长们， 危险物品及不能食用
的东西要收拾好， 千万不能随
便放置在儿童随手可得的地方。
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通讯员 何丽英

��������5 月 15 日， 岳阳市平江
县卫健局组织医疗团队到虹桥
镇阜源村开展“5·17 世界高
血压日” 主题宣传活动。 图为
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务人员
为村民免费测血糖。

通讯员 邓雅秋 摄影报道

提高医疗急救能力和服务水平

免费测血糖

健康湖南·协会助力
湖南计生协会 主办

湖南计生协会
工作园地

�������5 月 18 日， 当李光月突然出现在湖南省
肿瘤医院消化泌尿内科时， 该科室医生沈华一
眼就认出了他， 尽管他戴着口罩。

20 年前， 沈华收治了才 12 岁的淋巴瘤患
者李光月 ， 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
“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 沈华感慨不已。

李光月来自郴州农村， 家境贫寒。 在当地
人民医院诊断出淋巴瘤后， 父亲直接带他来到
了湖南省肿瘤医院。 可是， 将他安顿好以后，
父亲不得不 “扔” 下他， 回家干活赚钱， 李光
月一个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治疗期间， 李光月很担心地问沈华： “沈
阿姨， 我以后能不能结婚？” 沈华鼓励他， 好
好配合治疗， 相信自己能战胜病魔， 努力做一
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

李光月的治疗延续了 5 年， 间断性地进
行， 病情慢慢好转。

这次见面， 沈华了解到李光月之后的人
生。 20 年过去， 他结了婚， 儿女双全， 12 岁
的儿子都已经读到了初中。 看到他健康平安实
现了当年结婚的心愿， 沈华从心底为他感到高
兴。

“慢慢长大了以后， 对这个病还是很害怕
的， 沈华医生经常鼓励我， 安慰我， 让我勇敢
面对。” 李光月说， 在省肿瘤医院治疗的那段
时光成就了他和医护人员的亲人情谊， 他们给
了他第二次生命， 时隔这么多年， 自己还是会
梦到医院， 梦到沈医生他们。

“这次让他做了复查， 结果显示都正常，
作为医生， 我也受到了鼓舞。” 沈华哽咽着说。

通讯员 刘孝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