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市慈利县广福桥镇认
真落实公共卫生服务政策， 广泛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工作，
同时重点抓好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健康服务工作， 定期为他们开展
免费健康检查和健康素养指导，
免费发放部分治疗药品， 确保他
们享受到健康扶贫政策带来的实
惠。 图为 11 月 8 日， 该镇医务
人员入户为行动不便的建档立卡
贫困患者免费健康检查。

通讯员 王健 李晓庆 摄影报道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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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唐秀红）
近日， 株洲市炎陵县计生特殊
家庭张大爷感激地接过县、 镇
计生协会送来的 4200 元住院
护理补贴。 70 岁的张大爷是计
生特殊家庭扶助对象， 今年因
患有多种疾病多次到县人民医
院住院治疗 ， 已住院 42 天 。
按照规定， 张大爷可享受住院
护理补贴 4200 元 。 镇计生协
会安排专人到医院帮他收集资
料和申报住院护理， 并在最短
的时间里将 4200 元补贴资金

交到张大爷手里。 这是株洲市
炎陵县计生协优先关爱计生特
殊家庭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炎陵县不断完善
利益导向体系， 多方面优先关
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赢得群
众好评。 该县实行医疗救助优
先。 一是开通了就医 “绿色通
道 ” 。 二是签约服务全覆盖 。
三是医疗报销 “一降一提 ” 。
计生特殊困难家庭成员大病保
险补偿起付线降低 50%。 该县
还实行社会保障优先。 一是将

低收入的计生特殊困难家庭优
先纳入城乡低保保障范围。 二
是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计生特殊
家庭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金。 三是对 60 岁以上的计
生特殊家庭对象， 通过自愿申
请， 由民政部门按照相关标准
优先予以供养； 不愿集中供养
的， 按有关规定落实分散供养
经费。 四是优先获得政府出资
购买的 “健康保险” 等计划生
育系列保险服务， 提高计生特
殊家庭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邓丹 余丹） 近日， 根据
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服务司 “妇幼健康中国
行” 活动要求，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拍摄了一部
微电影———《圆梦》。

《圆梦》 讲述一个失独的贫困家庭通过湖
南省全面实施 “计划生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
健康扶贫政策和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爱心助孕
基金” 健康扶贫方案， 免费做 “试管婴儿” 圆
梦的故事。 影片的意义在于展现岳阳妇幼健康
扶贫工作不仅做到精准健康扶贫， 而且圆了更
多贫困家庭生育之梦。

������本报讯 （通讯员 肖雄伟 曾玉霜） 11 月 8
日至 9 日， 娄底涟源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
作办公室协调配合市消防大队、 市红十字会、
市教育局等举行启动仪式， 并开展火灾演练、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与救护技能培训等系列活
动。

启动仪式后， 由消防大队、 红十字会、 健
康教育所、 蓝天救援队陆续在各学校组织师生
进行了火灾疏散演练， 由健康教育所、 红十字
救护讲师进行了应急救护知识讲座， 深入浅出
地讲述了火场逃生、 止血、 包扎、 骨折、 转运
以及心肺复苏的常识， 并现场演示这些救护技
能， 让师生体验心肺复苏等救护操作。

������本报讯 （通讯员 欧立科 段春芝 黄桂山）
近日， 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生段小芳收到一个从河南省寄过来的包
裹， 打开一看， 是河南省新乡市曹志强为感谢
段小芳火车上救人送来的一面锦旗， 锦旗上
“大爱回春映初心， 乘客病危施妙手” 的字眼
特别引人注目。

原来， 10 月 23 日， 段小芳坐火车去长沙
办事， 快到衡阳站时听到列车紧急广播， 有乘
客急需救治， 请列车上的医生来救援， 段小芳
闻讯立即起身快速赶到患者身边。

此时， 曹先生左侧肢体抽搐、 无力， 并且
有头晕， 初步诊断为继发性脑梗， 段小芳立即
采取手指放血疗法、 穴位按摩、 元气引导等中
医疗法进行治疗， 经过 10 多分钟的诊疗措施，
患者肢体抽搐症状缓解， 于衡阳站下车继续住
院治疗。

曹先生在电话中感激地说： “段医生， 你
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我代表全家感谢你！”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欣钰 钟小凤） 11 月 3
日， 在株洲醴陵市嘉树镇卫生院， 全科医生黄
淼拿出手机， 点击进入 “嘉树卫生院家庭医生
三团队微信群”， 开启一天的随访工作。 从去
年 5 月至今， 该院医务人员已建立 9 个微信
群， “入群” 的 3000 余位村民有了网上 “家
庭医生”。

嘉树镇下辖 7 个行政村， 村民 2.5 万人，
其中孕产妇、 0~6 岁儿童、 慢病患者等 6000
余人。 去年 5 月， 该镇卫生院在醴陵市率先启
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镇卫生院仅有医护人员
26 名， 如何缩短服务距离， 实现对每个签约
居民 “签而有约”？ 黄淼率先组建了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微信群， 架起卫生院和村民沟通的新
桥梁， 居民可随时随地通过声、 文、 图、 视频
等， 在微信群里咨询健康知识、 医保政策等。

������11 月 1 日， 永州市宁远县建档
立卡贫困户陈永学的父亲带着他再次
来到永州市中医医院就诊。 陈永学的
父亲说： “我儿子的这个褥疮， 在你
们这里逐渐治好了， 多谢你们！”

今年 2 月， 44 岁的陈永学不慎
从高处摔伤， 致颈部疼痛伴活动受
限， 并出现创伤性休克， 一度生命垂
危， 于是从当地一家医院转诊到永州
市中医医院骨伤三科 （脊柱外科） 就
医， 术后转危为安， 挽救了生命， 但
遗留截瘫。

伤口愈合后， 陈永学出院回家治
疗， 因家庭护理不周， 仅 6 天就出现
骶尾部压疮。 后来， 病情逐渐加重，
出现溃烂、 流脓， 先后到多家医院治
疗， 情况仍未见好转， 创面继续扩
大。 于是， 陈永学又到永州市中医医
院骨伤四科 （手外和显微外科） 治
疗。

在该院骨伤中心陈顺德主任医师
指导下， 骨四科雷剑文副主任医师主
刀实施手术。 术后雷剑文多次观察皮
瓣情况， 床旁提出具体治疗和护理意
见。 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 陈永学皮
瓣存活良好， 伤口无感染坏死， 术后
20 天患者伤口基本痊愈出院。 科室
尽量降低陈永学的治疗费用， 帮助发
动网络轻松筹， 骨伤四科医护人员还
集体捐款 1000 元。 本次住院共花费
3.6 万余元 ， 其中患者自付仅 6560
元。

通讯员 卞红 蒋绍柱

������本报讯 （记者 尹慧
文 通讯员 彭璐 肖雪莲）
11 月 10 日， 由湖南省卫
健委、 湖南省肿瘤医院、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怀
化市肿瘤医院、 湖南省临
床用药质量控制中心共同
举办， 全省 48 家贫困县
县级医院肿瘤科积极参与
的 “空中大讲堂” 肿瘤诊
疗知识竞赛活动在长沙完
美收官， 145 名肿瘤科基
层医护人员经历了大赛的
洗礼。

据了解， “空中大讲
堂” 肿瘤诊疗知识竞赛亮
点纷呈。 竞赛分为笔试与
竞答两个阶段， 考核试题
全部为空中大讲堂内题目，
实现人人参与、 全员提高
的目标。 参赛人员不是经
医院层层选拔、 精心挑选
的所谓 “高手”， 而是由省
卫健委委托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 怀化市肿瘤医院
集中考核， 从高到低， 真
正实现了公平、 公正、 公
开的原则。

炎陵优先关爱计生特殊家庭

湖南 48 家贫困县医院

免费为贫困患者健康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 丁菁
姚微） 11 月 17 日是世界
早产儿日 ， 今年主题是
“有爱·有未来 ”。 为呼吁
社会各界更多关注早产儿
这一早到的天使， 提高早
产儿生命质量， 提倡母乳
喂养， 11 月 12 日 ， 永顺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在文化休闲广场举办
“世界早产儿 ” 义诊宣传
活动。

在活动现场， 医学专

家就早产儿疾病、 营养、
护理及早期教育等家长们
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专业讲
解； 还对早产儿更需要母
乳喂养及早产儿袋鼠式护
理进行了详细的指导。 同
时， 还为 6 个月~30 月龄
的儿童免费发放营养包，
并讲解营养包的喂食方法
及好处。 本次活动共发放
营养包 150 盒 ， 测血压
85 人， 发放宣传折页 120
份， 受到群众的欢迎。

“有爱·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