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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要闻02
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段吉祥） 今年以
来， 株洲市茶陵县卫计系统安全生产
开拓创新， 狠抓落实， 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 成效显著。

5 月至 10 月， 茶陵县卫计局分
期、 分批对各医疗单位安全员和安全
管理人员进行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与应急救援演练。
为进一步加强卫计系统安全生产监管
执法工作， 巩固安全生产 “一单四制、
打非治违” 百日行动成果， 1 月至 10
月， 该县卫计局党政领导先后定期和
不定期突击检查相关医疗单位 28 家，
出动执法人员 70 余人次。 该县尤其
注重强化隐患排查整治整改， 5 月到
10 月， 在安全监管 “强执法防事故”
行动检查中发现 5 家医疗单位存在安
全隐患 （其中包含 1 所村卫生室）， 卫
计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这 5 个单位进行
了交办并要求各单位认真整改到位，
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据了解， 从 5月至 12月， 在全省、
全市、 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安全监管
“强执法防事故” 行动， 该县卫计局在
传达贯彻上级精神的前提下， 立即出台
《2018年卫计系统安全监管 “强执法防
事故” 行动方案》， 号召全体干部职工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 始终
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首位。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
讯员 周瑾容 梁辉) 由湖南
省人民医院发起的首个全
国性出血专科联盟———中
国出血中心联盟 11 月 3 日
在长沙成立， 首批联盟成
员涵盖国内近 400 家三甲
医院， 其中协和医院、 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郑
州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等
120 余家国内知名医院被
确定为中国出血中心示范
基地。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
长祝益民当选主任委员。

出血性疾病是一类常

见的直接危及患者生命的
凶险疾病， 包括创伤性出
血、 咯血、 非静脉曲张性
消化道出血、 门脉高压消
化道出血、 主动脉夹层动
脉瘤、 脑出血、 外科术后
出血等多病种。 出血性疾
病往往病情错综复杂， 涉
及多个专科， 临床上抢救
效果不够理想， 死亡率居
高不下。 如何尽快寻找病
因、 找到病变 “元凶”， 降
低出血对机体的损伤和影
响等， 是临床诊疗救治面
临的巨大挑战。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
讯员 陈双） 11 月 12 日， 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委托湖南省
红十字会主办， 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的中
国红基会第 80 期 (湖南) 乡
村医生培训班开班， 这是该
项目在全国首次委托中医医
院承办的乡村医生培训班。
来自湖南省十四个市州乡镇
卫生院以及村卫生室的 100

名乡村医生在湖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参加为期两
周的全免费技能培训。

此外， 有意参加中国
红基会乡村医生培训班的
乡村医生均可向当地县红
十字会咨询报名， 加入了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湘中医” 医疗联盟
的基层医生也可以向该院
申请免费进修培训。

��������11 月 5 日， 永州市江永县
知青广场， 市民在了解假药识别
方法。 当天， 该县药品监督工作
人员走上街头宣传安全用药、 假
药识别和过期药品的危害等相关
知识， 普及安全用药知识， 呵护
群众身体健康。

通讯员 田如瑞 周维善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符赛红） 近日， 益阳
沅江市卫计综合监督执法局组织人员前往南
洞庭芦苇场湘芦汇芦苇站看望外来砍苇工。
随行医务人员为砍苇工提供了免费医疗服
务， 对他们的居所进行了消毒， 在饮用水安
全、 传染病防控等方面开展了健康指导， 给
砍苇工带去了组织的关爱。

每年秋末冬初， 沅江各大芦苇场迎来大
批来自贵州、 四川、 湖北等地的芦苇收割工
人。 这些外来砍苇工在劳作期间， 常常受到
割伤、 皮肤病、 感冒发烧、 腹痛腹泻等健康
问题的困扰。 为此， 沅江市卫计综合监督执
法局工会多次发动机关干部职工捐赠御寒衣
物， 并拿出部分工会经费购置应急药品、 劳
保用品、 生活必需品等， 送到偏远芦苇产区
的农民工手中。 迄今为止， 该局已连续 3 年
组织慰问外来砍苇工。

������本报讯 （通讯员 满峰) “以前看中医
要到县城的中医院， 还要排队。 现在乡里有
中医馆、 村里卫生室也可以看中医， 很方
便。” 近日， 家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
垣县边城镇的一村民说。

近年来， 湘西州把发展中医民族医药产业
作为促进健康扶贫的重要途径， 为 95 个乡镇
卫生院和 4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标
准化 “中医馆”， 238 个行政村卫生室建立了
“中医角”， 可提供中医服务， 并配齐了州、
县、 乡、 村四级中医药技术人员。 为推广普及
中医药知识， 为每个乡镇卫生院制作了宣讲课
件， 培训了师资， 用身边例子和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 传播中医民族养生保健知识， 共编印
有关健康读本 15.61万本。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黄矿平） 11 月
1 日， 郴州市汝城县人社局联合卫计等部门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
金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医疗保障领域的违法
违规和欺诈骗保行为， 以协议医疗机构和协
议零售药店以及参保人员为主要检查对象，
以住院和门诊服务、 药店购药服务为主要检
查内容。

安全用药 呵护健康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碧楚） 10 月 26 日，
湖南省老年口腔医学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学术会议 “关爱老年人口腔健康———老年
口腔牙体牙髓、 牙周粘膜与微创种植交叉学
科专家论坛” 在长沙市口腔医院召开。 来自
全省各医院口腔医学专业的 100 多名专家和
学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后， 论坛进入了学术交流环节。
第一场报告由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院长吴补领教授授课， 分享了该院在
《微创根管治疗的临床研究》、 《老年人非典
型性 “牙髓炎” 的诊断和风险控制》 方面的
研究和进展。 接着， 南方医科大附属口腔医
院宋光保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口腔医
学中心的柳志文教授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刘洪臣教授为大家带
来了精彩演说。

�������近段时间， 气温骤降， 人
们一下从薄衣短衫换上了过冬
的棉衣。

“不知道玉皇庙村 47 户贫
困户怎样了？” 这一问题牵动着
常德市临澧县中医医院党委班
子全体成员的心。 11 月 12 日一
大清早， 该院院长乔玉山在行
政交班会上倡议 ： “天气变冷
了， 近段时间辛苦大家， 所有
帮扶责任人全部到贫困户家中
走访慰问， 准备相关物品开展
冬季送温暖活动并做好年度收
支结算！”

当天， 在临澧县修梅镇玉皇
庙村贫困户肖举新家里， 他含着
热泪倾诉道： “我家六口人， 妻
子患尿毒症四期、 严重贫血， 生
活基本上不能自理， 每年巨额的
住院医疗费用让家里入不敷出。

儿子常年在外打工， 儿媳在家带
两个年幼的孩子， 生活的窘迫举
目可见。 自从与县中医医院结对
帮扶后， 他们百般照顾我， 为我
家建立了健康档案， 经常派医生
护士上门诊疗， 免费送药， 每年
至少三次住院治疗全免费， 目前
全家基本上挖掉 ‘病根’ 走上脱
贫致富的道路， 全家人均年收入
4000 余元。”

据悉， 临澧县中医院共帮
扶困难家庭 47 户， 因病致贫的
对象住院治疗自付部分全免 。
目前全村 47 户贫困家庭 29 户
已脱贫， 2018 年度预脱贫户 18
户， 经核算， 已有 16 户年均经
济收入达到脱贫标准。

玉皇庙村位于修梅镇东部，
系省级贫困村 。 2014 年至今 ，
该村通过开展驻村帮扶， 落实

扶贫政策和贫困户自身努力攻
坚克难脱贫 143 户 466 人。 截
至 2018 年 10 月底， 全村仅 11
户 26 人暂未脱贫， 预计年底可
实现贫困村退出。

临澧县中医医院根据全村
因病致贫对象的实际和医院的
优势资源， 实行全村因病致贫
户免费住院治疗， 贫困户一律
实行先诊疗、 后付费， 医保结
算 “一站式” 服务政策。 助力
乡村医师培养、 家家都享有家
庭医疗保健服务举措， 倾情倾
力为贫困家庭撑起健康保护伞。
县卫计局严格落实和执行健康
扶贫政策， 提高结报比例、 控
减自付医疗费等 22 条健康扶贫
“药方”， 为全村因病致贫户脱
贫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保障。

通讯员 王明义刘红梅

临澧为因病致贫户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