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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上午 8 点， 益阳市中心
血站的献血屋内笑声朗朗， 热闹非凡。
原来， 这天又是该市卫生局党组书记、
局长黄平和他的献血团队 “半年之约”
（ 每半年献血一次） 的日子。

每年的春季和暑季是血液供应比
较紧张的季节， 黄平从 2008 年调任
益阳市卫生局任党组书记 、 局长以
来， 一直坚持每年的春季和暑季各献
一次血。 2011 年 2 月 10 日， 黄平局
长、 高玉梅副局长和朱忠悌主任三人
献完血之后， 黄平说： “我们来一个
半年之约吧， 半年后的今天正好是暑
期采血淡季， 我们再次相邀一起到市
中心血站献血啊。” 从那以后他们的
“半年之约” 就从未间断过， 而且受
黄局长一行感召而至的卫生局献血队

伍也越来越壮大 。 妇社科科长柴定
龙、 计财科科长崔国平、 办公室主任
王红江， 还有欧建、 卜剑波等成为了
此次献血团队的 “铁杆成员”。

黄平局长献完血幽默地对他的献血
团队说： “今天既是我担任市卫生局长

的最后一次献血， 也是我担任益阳市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的第一次献血，
今后我还将履行我们的半年之约， 我们
这个献血团队不能因为我的工作调整而
改变， 这可是一个救人的 ‘玫瑰之约’
哦！” 通讯员 晓舟

������本报讯 （魏闻） 根据 3 月 5 日提
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查的
201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3 年中央预算对民生的投入引人注
目。 其中， 医疗卫生支出 2602.53 亿
元， 增长 27.1%。

报告提出 ， 提高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财
政补助标准 ， 由每人每年 240 元提

高到 280 元 。 扩大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试点 ， 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 ， 加
快公立医院改革 。 将城乡居民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由每人每年
25 元提高到 30 元 ， 扩大部分服务
项目覆盖面 。 扩大城乡医疗救助范
围 ， 加强对特殊困难人员的医疗救
助等。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谢丹） 针对近日长沙市忽冷忽
热、 阴晴不定的天气变化， 长沙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 春天
天气多变， 流感、 流行性腮腺炎
等上呼吸道传染病易发， 老人、
儿童等易感人群要及时增减衣
物， 托幼机构、 学校等要严防流
感聚集性疫情。

据长沙市疾控中心疾病监测
数据显示， 自今年 1 月以来， 该
市流感样病例比例主要流行株为
甲型 H1N1 流感病毒， 发病人群
以 0-14 岁少年儿童为主， 约占
流感样病例就诊总数的七成。

疾控部门表示， 预防流感，
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 少去人多
密集通风有限的场所， 居室坚持
开窗通风； 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
境卫生， 勤洗手， 多喝开水； 学
校要切实落实晨检、 因病缺课登
记及追踪制度。 近期尽量少举办
室内大型聚集性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尹
慧文） 记者 3 月 5 日从
湖南省卫生厅获悉， 为
进一步加大城市医院支
援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力
度， 提高基层医疗技术
水平和服务能力， 进一
步改善人民群众健康状
况， 湖南省卫生厅决定
启动 2013 年度 “万名
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
程” 项目。

“万名医师支援农
村卫生工程” 项目是卫
生部、 财政部和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自 2005 年
6 月起在全国推开的 。
湖南省卫生厅今年决定
由全省 41 所三级医院
对口支援 122 所县级医
院。 支援医院对受援医
院的扶持以技术扶持为
主， 各承担支援任务的
三级医院至少派驻 5 名

高年资医务人员， 到受援医院长期
开展临床、 教学工作， 并参与和指
导医院管理与科研。 支援医院根据
受援医院当地疾病谱和近 3 年县外
转诊率前 4 位的病种、 纳入重大疾
病医疗保障范围的重大疾病， 结合
受援医院发展需求， 制定临床重点
专科建设计划。 根据受援医院的需
求， 支援医院免费接受其医务人员
进修， 并力所能及给予受援医院一
定的设备、 资金等物资援助。

据悉， 支援方派驻人员在 4 月
10 日前将全部到位， 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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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之约”

��������3 月 5 日下午， 长沙市天心城市广场健身坪广场， 湖南省人民医院、 定王台
社区、 金沙里社区和马王街社区联合举办了“争当雷锋精神传人， 弘扬社会文明
新风———基本急救知识进社区” 活动。 来自医院的专业医务人员通过知识讲解、
情景模拟、 仿真模型演练等形式进行急救培训， 居民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积极参与。
图为医务人员现场演示情景。 彭亦晶 屈沛佩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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