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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在妇
幼健康服务领域不断推陈出新， 流程
优化、 服务提升、 管理升级、 人文注
入……屡屡交出亮眼成绩单。

该院始终坚持以 “一法两纲” 为
指导， 坚持 “以保健为中心， 以保障
生殖健康为目的， 实行保健与临床相
结合， 面向群体、 面向基层， 预防为
主” 的政府妇幼卫生工作方针， 坚持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秉承 “厚德勤于
道， 精医惠妇孺” 的院训精神与 “至
微至善， 超越期望” 的服务理念， 确
立了 “母亲安全， 儿童优先” 的办院
宗旨、 建设 “全国一流的现代化三甲
妇幼保健院” 的发展目标及 “打造人
文智慧医院、 呵护妇儿生命健康” 的
发展愿景。

目前， 医院实行孕产保健部、 妇
女保健部、 儿童保健部及计划生育服
务部 “四个大部制” 管理模式， 已形
成了婚前检查、 孕前优生优育、 产前
优生筛查、 产后康复指导及儿童早期
干预于一体的全流程服务。

该院妇科是全省重点专科及全市
重点学科， 产科是全市重点学科、 全
市重点专科， 儿童保健科是全市重点
专科， 妇产科、 产科是长沙市名医工
作室。

该院 1993 年被卫生部评为全国
第一批爱婴医院 （当时全国仅 21
所 ） 、 也是湖南省首家爱婴医院 ；
1994 年被卫生部评为全国模范爱婴
医院 ； 1996 年被卫生部评为全国妇
幼卫生先进单位 ； 2015 年被国家卫
计委评为全国百佳优秀爱婴医院 ；
2016 年被国家卫计委评为改善医疗
服务示范医院 ； 2017 年成为国家级
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 ； 2019 年成
为国家卫健委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
点医院、 被国家卫健委评为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典型医疗机构。 同年该院
被评为湖南省 “两癌” 检查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先进集体和长沙市文明标兵
单位。

以病人为中心， 抓好医疗质量，
提升服务内涵， 培育特色优势， 开展
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医疗保健服务，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不止步于既有成
绩， 将迎来更加精彩的蝶变。

“守望湘间的花蕾”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启动守护妇女儿童公益联盟侧记

本报记者 尹慧文 见习记者 涂诗卉 通讯员 张蓓

��������9 月 7 日上午， 一群来自宁
乡市西部山区巷子口镇的小女
孩， 身着洁白裙子， 像一群快乐
的小天使， 在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南门旁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她们
都是长沙群英会驻村帮扶的留守
儿童， 孩子们阳光生动的表演赢
得了活动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当日， 在农工党湖南省委、
农工党长沙市委、 长沙市文明
办、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长
沙市妇联、 长沙市慈善基金会指
导下，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长沙
群英会共同启动“关爱女孩， 守
望未来” 守护妇女儿童公益联盟
项目， 守望乡村女孩健康成长。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 民族的
希望。 但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外
出打工， 很多不能跟随父母的未
成年子女被留在农村 ， 成为留守
儿童， 面临安全、 健康 、 教育及
心理健全等诸多问题。

有关数据表明 ， 在留守儿童
中， 女孩的比例比男孩高出 5%。
其中有很多女孩正经历青春期的
变化， 由于缺乏基本的生理健康
知识， 加上母亲不在身边 ， 遇到
生理问题无处咨询， 她们常常感
到无助和害怕， 很多女孩因此变
得孤僻、 抑郁， 甚至产生 “被遗
弃” 的感觉。

留守女童的权益保护 ， 关系
着千万个家庭的幸福 ， 也牵动着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医务工作者的
心。

为了促进留守女童的健康成
长， 今年 9 月， 长沙市妇幼保健
院、 长沙群英会共同发起守护妇
女儿童公益联盟之 “守望湘间的
花蕾” 项目， 将以女孩的赋权和
增能为基本点 ， 在宁乡 、 浏阳 、
龙山等县市每年帮扶 1000 名留
守、 困境或残障女孩， 活动持续 5
年。

项目将通过 “一包五课”， 为
女孩提供守望包和知识手册 ， 配
套 5 节社会性别与生理健康卫生
课程， 并同步配套困境帮扶 、 司
法救助、 医疗服务等活动 ， 守望
乡村女孩的成长， 为她们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 ， 让面
临困境的妇女儿童在全社会的尊
重和关爱中幸福生活。

����� “人生因奉献而精彩 ， 社会因关爱而和
谐 。”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刘柏树表
示， 在政府部门指导下， 该院携手长沙市群
英会发起的守护妇女儿童公益联盟， 旨在整
合医院、 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 搭建一个政
府支持下 “医社联动” 的湖湘关爱妇女儿童
的枢纽型公益平台， 从个体、 社区、 医院三
个层面， 打造精准服务妇女儿童的生存和发
展的公益支持体系， 赋能妇女儿童。 该院将
联合各合作医院及爱心单位， 深度参与生理
健康课程开发、 讲师专业支持及 “一包五课”
等一线活动， 并为项目筹集善款。

在当日的联盟启动仪式上， 该院院长王
东波即代表各爱心单位向 “关爱女孩 守望未
来” 公益项目捐赠善款 500 万元。

该项目发起人———中国好人 、 长沙群英
会理事长傅强介绍， 此项目为长沙群英会研
发执行， 主要有三大服务版块： 一是 “守望
湘间的花蕾” ———鉴于乡村女孩的健康卫生、
心理安全问题以及近年来屡屡爆出的女孩被
性侵事件 ， 以女孩的赋权和增能为基本点 ，
在浏阳、 宁乡、 龙山等地每年资助 1000 名留
守、 困难及残障女孩， 活动持续 5 年。 通过
“一包五课”， 为女孩提供守望包和知识手册，
配套 5 节社会性别与生理健康卫生课程， 并
同步配套困境帮扶、 司法援助、 医疗服务等
活动， 守望乡村女孩成长。

二是在社区建立常态化妇女儿童生理健
康关爱点。 由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长沙群英
会联合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组建医疗、 司法和
心理咨询三支志愿服务队， 定期在各站点开
展健康检查及咨询等常规和主题公益活动。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刘柏树发表致辞。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院长王东波
（左） 代表各爱心单位向“关爱女孩 守
望未来” 公益项目捐赠善款 500万元。

专家志愿者团队集体宣誓。

缘起：
留守儿童更需关注

关爱：
携手守望乡村女孩成长 ������三是在长沙市妇幼保健院设立医

护社工点， 调解医患矛盾； 为家境贫
寒的患者对接院内公益医疗支援以及
社会公益资源， 同时核实患者经济情
况并为患者提供心理减压服务。

启动仪式上， 出席活动的领导们
为守护妇女儿童公益联盟各社会组织
颁发 “守护妇女儿童公益联盟共建伙
伴” 牌， 为守护妇女儿童公益联盟各
成员医院组成的医、 技、 护专家志愿
者团队代表颁发 “守护妇女儿童公益
联盟志愿者证书”。 长沙市政协副主
席、 农工党长沙市委主委龚振湘向项
目定点帮扶学校代表和乡村小朋友捐
赠项目首批 “守望包”。 包内有小镜
子和梳子套装、 一次性内裤、 牙膏、
牙刷、 日用卫生巾、 夜用卫生巾、 毛
巾 、 内衣皂 、 便携包 、 月经卡 、 公
仔、 守望箱等。

呵护：
屡屡交出亮眼成绩单

������其实， 护佑妇女儿童健康， 一直
是渗透在长沙妇幼人骨子里的 “座右
铭”。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的长
沙市妇幼保健院 ， 始建于 1962 年 ，
是一所集预防、 保健、 医疗、 康复、
科研和教学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
健院， 作为长沙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 务 中 心 ， 同 时 肩 负 着 全 市 三 县
（市） 六区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
的业务管理与指导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