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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疼脑热随时诊，农民有了家庭医生
雨花区首个农村家庭医生工作室开放 2020年长沙实现家庭医生全覆盖
本报3月15日讯“
家庭医生
在身边，头疼脑热随时诊,咱农
民也有家庭医生了。” 长沙市雨
花区首个农村家庭医生工作室
落户跳马镇半个月，记者今日看
到，前来求诊的人不少，家门口
就能解病痛，大伙连声点赞。

雨花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该区共有20个
家庭医生工作室投入使用，主
要针对5类重点人群，如65岁及
以上老年人、0岁至6岁儿童、孕
产妇、高血压病患者、糖尿病患
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20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开工

长沙家庭医生将全覆盖

“
刘医生， 吃了你上次开的
降血压药， 麻烦帮我测量下，看
血压降下来了吗？”
“
刘医生，我最
近头有点晕， 到底是哪里的问
题？”
“
刘医生， 我咳嗽几天了，你
有好的办法么？”3月15日， 村民
们一声声“
刘医生”，开启了家庭
医生刘宇一天的工作序幕。
刘宇告诉记者， 农村家庭
医生工作室设在跳马镇敬老院
内， 不仅就近服务院里105名老
人，也方便村民来求诊，同时，跳
马镇中心卫生院还选派了一支
医生团队全天候坐诊，向村民提
供免费看病问诊、 健康摸底、建
档建册、健康知识宣教等。
87 岁 的 黄 娭 毑 患 有 高 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由于年岁
已高，记忆力衰退，常常出现过
量服药、不按时吃药，导致病情
不见好转，身体也越来越差。家
庭医生进驻敬老院后， 每天规
范老人用药， 按时测量血糖和
血压， 进行动态观察。 几天下
来，老人的病情得到一定控制。
“没想到我们这些孤寡老人也
有医生来照看， 真的谢谢你
们。”黄娭毑对家庭医生的贴心
服务表示由衷感谢。

作为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
一项民生工程， 长沙市自2016
年开始在各大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式
服务”。“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
是指居民群众以家庭为单位与
社区医生签订服务协议， 按照
协议可享有在不便出门就医的
情况下预约家庭医生上门问
诊， 在约定时段至签约医生处
就诊，享受优先就诊、优先转诊
及报销优惠等一系列便利就医
的服务形式。
长沙市卫计委提供的数据
显示，截至去年11月，全市家庭
医生签约人数达192.04万，签
约率28.14%。其中，老幼、孕产
妇以及高血压、 糖尿病等重点
人群签约115.4万，重点人群签
约覆盖率达35.29%。 全省已建
立家庭医生团队12058个，家庭
医生签约覆盖面达到20.27%，
重点人群覆盖面达到40.92%。
2017年， 长沙约三分之一的家
庭拥有了家庭医生， 重点人群
签约服务覆盖率达60%以上。
预计到2020年， 长沙将基本实
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陈文美

未来一周降温10-12℃
明起全省迎较强降雨，防汛应急值班启动
本报3月15日讯 今晚启动
降雨降温模式！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有2次冷空气过程，分
别在15日晚-16日、18-20日，
届时最高气温下降10-12℃。
14日傍晚， 澧县西北山区
火连坡镇出现短时强对流天
气， 暴雨冰雹纷纷而至，1小时
降水量达到23.1毫米， 栗子大
的冰雹下了近6分钟，整个强对
流天气过程持续了23分钟。据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湖南
雨 日 较多 ，15-16日省 内 有 分
散性 阵 雨或 雷阵 雨 ，17-19 日
有一次中雨过程， 其中17-18

日湘西、湘北局地暴雨。未来一
周有2次冷空气过程，分别在15
日晚-16日、18-20日， 最高气
温下降10-12℃， 其中15日晚
-16日北风加大到4-5级。
从3月17日开始，我省将迎
来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今日，省
防指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值班工
作视频会议决定， 从3月17日8
时起，省、市、县三级防办启动
防汛应急值班， 要求严格执行
领导带班和全天24小时专人坐
班值班制度。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谭萍 杨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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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正在给村民量血压。 （通讯员供图）

不礼让斑马线，长沙半年查处9万多起
记3分，罚款200元 监控会抓拍交警会拦车
本报3月15日讯 长沙交警
常态化开展不礼让斑马线专项
整治行动， 即使没有监控抓拍，
路面的交警也会现场执法。去年
10月以来， 长沙交警共查处不
礼让斑马线交通违法9万多起。
今天上午9点半，长沙枫林
三路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南门附
近，高新区交警大队麓谷中队民
警正在进行不礼让斑马线整治。
“枫林路是长沙西边的一
个主要干道， 再加上涉外经济
学院的南门在这边， 所以人流
量和车流量都比较大。 我们只
是在这里画了提醒司机减速的
标志标线， 没有设置交通信号
灯和电子警察， 导致一些驾驶
员不自觉， 抱有侥幸心理。”高
新区交警大队麓谷中队中队长
申伟东说。
“我知道在斑马线要礼让
行人，但是看前面只有一个人，
就没怎么注意。”一个未礼让行
人的驾驶员向民警解释。
“就算前方人行横道线上
只有一名行人在过马路， 我们

也要减速、停车礼让。”民警对
被拦下的驾驶员说。
今天上午， 民警仅查处了
两位未在人行横道线礼让行人
的驾驶员。民警表示，与整治前
相比， 这一路段车辆不礼让行
人的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
“我们从去年三四月份就
开始在这个路段， 针对不礼让
行人的行为进行不定期整治
了。这一年间，单这个路段，大
概查处了三四百起。 主要是以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人性化方
式。”申伟东说。
记者从长沙交警获悉，去年
10月份以来，长沙交警共查处不
礼让斑马线交通违法93251起，
其中民警现场查处11786起，通
过电子警察和视频抓拍查获
81465起。
民警提醒，不论有没有设置
电子警察或交通信号灯，若机动
车在人行横道未礼让行人，一经
查处，将会对驾驶员处驾驶证记
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车站路营盘路口禁止北往东左转
本报 3月15日 讯 长 沙 市
交警支队今天通报， 为确保长
沙市轨道交通3号线烈士公园
东站二期二阶段工程施工顺

利，从3月17日零时起至6月16
日24时止， 车站路营盘路口禁
止机动车北往东左转行驶。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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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动物总动员”
1500万派奖来袭
3月20日-3月24日，为期5
天的福彩“快乐十分之动物总
动员”游戏1500万元大派奖活
动强势来袭，热爱“动物”您准
备好了吗？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对福利
彩票的支持与厚爱， 进一步营
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促进我省
福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
《福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54号）、《彩票发行销售管 理
办法》（财综 【2012】102号）等
相关规定， 湖南福彩决定于3
月20日-3月24日对“快乐十分
之动物总动员”游戏开展1500
万元派奖活动。
本次“动总”派奖针对的
是该游戏的所有玩法， 即：“选
一数投” 玩法单注奖金由24元
增加至30元、“选一红投” 玩法
单注奖金由8元增加至15元、
“选二任选” 玩法单注奖金由8
元增加至10元、“选二连组”玩
法单注奖金由31元增加至40
元、“选二连直” 玩法单注奖金
由62元增加至80元、“选三任
选” 玩法单注奖金由24元增加
至30元、“选三前组” 玩法单注
奖金由1300元增加至1700元、
“选三前直” 玩法单注奖金由
8000元增加至9900元、“选四
任选” 玩法单注奖金由80元增
加至100元、
“选五任选”玩法单
注奖金由320元增加至410元。
如果派奖资金提前派完，派
奖活动顺延至当天最后一期，超
出派奖资金由调节基金补足，如
果派奖活动期满派奖资金未派
送完毕，则剩余资金返还至“快
乐十分之动物总动员”游戏的调
节基金。
■木子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