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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杨慧）
3 月 22 日， 湖南省计划生育药
具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湖南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易露茜出
席会议并讲话。 省卫计委药具
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罗志强作了
《统筹谋划 融入大局 推动新时
代药具事业新发展》 的工作报
告。 会议宣读了 《湖南省卫生
计生委关于授予长沙县妇幼保
健院等单位 “基层药具服务示
范窗口” 称号的通知》 并颁奖，

各市州签订递交了 《2018 年度
药具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易露茜对改革特殊时期全
省药具系统同志兢兢业业的工
作态度、 稳打稳扎取得的工作
成效给予了肯定。 结合新时代
新要求， 她从普及健康生活、
优化健康服务 、 完善健康保
障、 建设健康环境、 发展健康
产业 5 个方面， 围绕 “健康湖
南” 给全省药具同仁在宏观上
给予政策解读与指导 ； 从管
理、 采购、 服务、 定位四个方

面的转型， 给全省药具工作在
微观上明确了思路、 给出金点
子。 她强调并鼓励全省药具工
作者解放思想 ， 强化使命担
当， 讲好药具故事、 展示药具
风采、 弘扬药具精神、 总结药
具成果， 推动药具工作融入妇
幼健康工作、 融入大卫生大健
康、 融入 “健康湖南” 建设。

会上， 长沙县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湘阴县卫生
计生局、 北湖区卫生计生局作
了典型发言。

������本报讯 （通讯员 黄桂山
彭国平 罗云春） 近日， 郴州
市北湖区北湖街道升平路社区
计生特殊家庭老人邝水清因泌
尿系统感染， 尿频、 尿急、 尿
痛， 非常痛苦， 还患有严重冠
心病、 腰椎突出等疾病， 自己
到一家医院去住院， 因当时医
院病人多， 找不到床位， 她想
到了找街道卫计办帮忙， 于是
就在北湖街道卫生计生办建立
的计生特殊家庭微信群 “北湖
街道计生之家” 说了一声， 街
道卫计办主任王志宏看到信息
后马上联系了郴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得知有床位后又陪同邝
水清到第三人民医院帮她办好

了住院手续。
近年来， 郴州市北湖区委、

区政府将区计生协纳入一级财
政预算， 生育关怀资金从区财
政单独预算列支， 实行专款专
用。 区财政每年预算生育关怀
资金 500 万元以上， 列支范围
涵盖了计生特殊家庭生产、 生
活各个方面。 出台 《北湖区切
实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扶助工作实施细则》， 对新出现
的计生特殊家庭每户发放一次
性扶助金 0.5 万元， 对符合条
件的计生特殊家庭成员每人每
月发放扶助金 620 元或 690 元，
去年共发放扶助金 323.4万元。

该区在辖区内公立医疗机

构全部开通计生特殊家庭就医
“绿色通道”， 在醒目位置设立
了 “计生特扶家庭优先就诊”
标示牌。 为符合条件的计生特
殊家庭成员购买医疗保险 ，
2017 年为 104 名对象购买医
疗保险 1.87 万元。 北湖区计
生协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开
展 “结对牵手 ” 志愿服务活
动 ， 实行实名制 ， 制作联心
卡， 每户计生特殊家庭有 3 名
结对联系人 ， 全区共结 “对
子” 314 对。 志愿者们坚持在
传统节日， 对帮扶对象开展常
态化走访， 并向每户赠送不低
于 600 元的现金或物资， 仅此
一项去年全区投入 55 万余元。

�������3月 24日， 永州市中心医
院举办“走进大学·关爱健康”
义诊活动， 为湖南科技学院近
千名在职教职工及离退休教职
工普及医学和健康知识， 提供
常见病、 慢性病的咨询服务。
图为该院感染科主任金宇为离
退休教职工义诊。

通讯员 徐衍 摄影报道

郴州市北湖区

为计生特殊家庭办实事

湖南省计划生育药具工作会议要求：

强化使命担当 融入健康大局

走进大学·关爱健康

������ “经过这几天的治疗， 我
现在身体轻松了很多， 也不头
晕了， 压疮也基本好了！ 在这
里 ， 医护人员对我像家人一
样，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 3
月 25 日，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
街道左家垅村村民肖妹紧紧握
住岳麓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的手说。

肖妹是岳麓区的重点帮扶
对象。 12 岁时， 她因车祸导
致低位截瘫， 瘫痪在床 18 年；
母亲患有精神障碍， 仅能勉强

自理； 多年来， 由父亲照顾肖
妹的饮食起居。 而父亲已 60
多岁， 家里的生计仅靠着父亲
卖苦力、 低保的收入维持。

走访中， 岳麓区岳麓街道
办事处主任侯朝阳了解到肖妹
经常头晕头痛， 褥疮反复， 立
即联系医院定点帮扶， 但因肖
妹病情复杂难护理 ， 无人陪
护， 多家医院拒绝收治。 后辗
转联系到了岳麓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该服务中心不仅热
情接待， 还为其安排绿色就诊

通道 ， 和肖妹形成了 “一对
一” 定点帮扶， 解决其住院医
疗问题。

3 月 15 日， 肖妹出现头
晕胸闷、 压疮渗血， 当即电话
求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
中心立即安排相关医疗专家和
护理人员随救护车到肖妹家中
接她入院检查治疗 。 住院期
间， 左家垅村安排了工作人员
照顾肖妹， 食堂安排好了营养
餐， 治疗费用也全免。

通讯员 莫宇婷

湘潭县结防医生陈天柱

������本报讯 (通讯员 黄焕君) 3 月 24 日， 中国
防痨协会首届全国 “最美防痨人” 颁奖活动在湖
北武汉举行， 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 ／艾滋病防治
亲善大使彭丽媛出席活动， 并为获得 “最美防痨
人” 称号的代表颁奖。 湘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 结防医生陈天柱获评全国 “最美防痨人”。

陈天柱在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中， 既要负责
全县结核病防控工作， 又要负责结核病门诊结核
病诊疗工作； 既要组织开展科研项目工作实施，
又要参与痰检、 体检等结核病筛查工作。 工作 26
年来， 他多次获得 “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先进个
人”、 “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优秀共产党员” 等称
号。 1998 年， 陈天柱担任该县疾控中心结核病防
治科科长以后， 确立 “科研引领， 项目带动”， 做
好基层的结核病筛查新思路， 带领全县结防工作
人员承接了国家 “十一五” 规划传染病重大专项
“结核病预警模式研究”、 国家 “十二五” 规划传
染病重大专项、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流行病学调
查和队列研究” 现场流调、 湖南省结核病人耐药
监测等多项国家、 省级科研项目， 成为全国仅有
的两个同时参与国家 “十一五” 规划、 国家 “十
二五” 规划传染病重大专项的县级疾控中心。

在陈天柱的带领下， 湘潭县两次获得 “全国
结核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 五次获得 “湖南省
结核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 连续多年在全省结
核病防治工作考核中名列前茅。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婧） 3 月 24 日， 第七期
走遍中国 “前列县（腺）” 大型公益活动来到郴州
市桂东县人民医院， 全国顶尖级泌尿系统专家汇
聚于此为该县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开幕式后， 扁鹊医师团队 10 名顶尖级专家
迅速投入到义诊、 医学讲座和手术中， 为近 200
名泌尿疾病患者查看病情、 制定诊疗方案， 其中
诊察出 2 名前列腺肿瘤患者， 并为 1 名肾上腺肿
瘤患者预约手术， 同时为 3 名预约患者实施了前
列腺气囊导管扩张术、 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切除
术等免费手术， 并为桂东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开
设了 《前列腺癌规范化诊断 （前列腺穿刺活检）》
等相关知识讲课。

本报讯 （通讯员 肖艳良） 3 月 20 日， 湖南
省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处处长李志源等组成调研
团队来到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枫树山融科东
南海小学———湖南省首家 “青少年健康教育示范
基地”， 对雨花区创建全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
生计生均等化服务示范区进行调研， 并给予充分
的肯定。

据了解， 2016 年 2 月， 雨花区计生协争取
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计生协 “青春健康沟
通之道———家长培训项目”。 雨花亭街道计生协
和辖区内的社会公益组织 “长沙寸草心社会服务
中心” 则成为该项目的具体实施单位。 2016 年 5
月， 项目正式启动， 当年 12 月 12 日， 湖南省计
生协授牌枫树山融科东南海小学 “湖南省青春健
康教育示范基地”。 项目开展两年来， 省、 市、
区、 街道以政府购买的方式投入经费 30 余万元，
依托寸草心社会服务组织的专业团队， 组织 27
次家长大课堂， 开展家长培训 20 期 65 场次， 受
益人群 1 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