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聂斌） 近年来， 娄
底市医疗纠纷持续下降， 未发生严重医
闹事件、 伤医辱医事件、 涉医群体性事
件， 医患关系得到进一步和谐。

作为第三方调解机制， 娄底市医调委
充当 “和事佬” 角色， 坚持 “调防结合、
预防为主” 的工作方针， 协调相关部门，
采取 “纠纷处置与调解、 医学鉴定、 法律
援助、 保险理赔” 四位一体的一站式化解
模式，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及时有效地化
解了各类医疗纠纷， 为营造和谐稳定的
“平安娄底” 发挥了重要作用。

娄底市医调委当“和事佬”

本报讯 ( 通讯员 胡冀 ) 1 月 2
日 ， 从湖南省疾控中心传来消息 ，
2018 年湖南省圆满完成国家儿童青
少年近视调查任务， 3 万多名儿童青
少年接受了视力调查。 长沙、 岳阳、
常德、 郴州、 娄底、 怀化等 6 市州
12 个区县参与调查工作。

调查从 2018年 12月 5日到 12 月
20 日， 全省 12 个项目区县全部按计
划完成调查工作。 共调查 30 所幼儿
园、 24 所小学、 24 所初中及 24 所高
中， 完成 1970 名 5 岁半以上幼儿 、
14986 名小学生 、 7489 名初中生 、
7074 名高中生， 共计 31519 名儿童青
少年视力调查， 并针对有眼部疾病、
近视及其他屈光不正的孩子， 进行了
转诊， 圆满完成了近视调查重大任务。

目前， 湖南省调查数据已报送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将成为制定儿
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措施的科学依
据， 也将做为评议考核省内近视防控
工作成效的基线数据。

本报讯 （通讯员 向洋 魏星） 近日，
常德市安乡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通过脑卒
中急救绿色通道， 成功救治了一名脑卒中
贫困患者， 并通过 “贫困患者一站式结
算” 及政府兜底保障， 实现了该患者住院
零费用。

一周前， 家住该县安丰乡的 58 岁贫困
患者曾某突然失语、 呕吐、 神志不清、 左
肢偏瘫并肌力 0 级， 被邻居紧急送往安乡
县人民医院。 根据患者症状和相关检查，
该院神经内科迅速准确判断患者突发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 在 “卒中患者优先， 先诊
疗后付费” 的脑卒中绿色通道下， 入院仅
25分钟， 静脉溶栓开始； 溶栓治疗 35 分钟
后， 患者症状明显好转， 恢复了说话， 左
肢能自主运动； 24 小时后， 患者开始下床
行走， 生活基本自理。 6天后， 顺利出院。

安乡县人民医院：
绿色通道护航脑卒中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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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满峰） 让群众成为自
己健康的第一守护人， 是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落实 “健康中国” 战略的一项重要
举措。 1 月 9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卫计委透露， 这一举措促进了 “以治病为
中心” 向 “以健康为中心” 的理念转变。

去年以来， 湘西通过健康讲座、 健康
服务、 健康扶贫等方法， 全州卫计人深入
农村、 社区、 企业、 学校， 开展健康讲座，
向人们传播心肺复苏、 慢病管理、 母婴保
健、 家庭护理等健康知识。 同时， 开展
“送健康暖心田”、 家庭医生服务等活动， 为
相关群众免费体检， 让群众从体检中了解
自己的健康状况， 医务人员根据体检结果
进行干预， 在干预中向群众开展健康教育。

湘西：让每个人
成为自己健康的守护人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娟） 1 月 1 日， 郴
州市 “互联网+无偿献血服务” 平台正式上
线运行， 平台以 APP、 微信为载体， 为献
血者、 爱心团体、 免费用血报账者等提供
全方位的便捷服务， 开启了郴州市无偿献
血服务的智能时代。

郴州市 “互联网+无偿献血服务” 平台
具有献血导航、 献血预约、 团体预约、 结果
查询、 问卷调查、 献血足迹、 献血排行、 报
销查询、 爱心留影等功能。 通过平台， 献血
者不仅可以查询献血点信息、 提前预约献血
时间等情况， 还能将自己献血时的留影发送
至该平台， 与其他献血者进行交流互动， 或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为无偿献血代言。1 月 3 日， 湖南省红十字会

志愿者们与雨敞坪镇卫生院“学
雷锋志愿者” 服务队， 带着长沙
市民政局、 长沙市慈善总会筹集
的慰问物资， 一起看望慰问雨敞
坪镇低保、 五保户等困难群体。
慰问活动共走访慰问了 11 户困
难群众。
通讯员 朱泽 李选 李曼 摄影报道

寒冬送慰问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璐
戴子勋 ） VR （虚拟现实 ）
已不陌生， 但将类似的技术
引入到操作精细的肿瘤手术
领域 ， 恐怕大多人无法想
象 。 近日 ， 湖南省肿瘤医
院骨软科在全省首次成功
实施 MR （混合现实） 技术
结合 3D 打印假体的腕关节
置换， 术中医生佩戴 MR 眼
镜完成操作 ， 这种更加精
准 、 便捷 、 直观的手术方
式 ， 或将在骨肿瘤领域掀
起全新风潮。

来自邵东县的患者周
某 1 年半前前臂无故出现
酸痛感， 且症状日渐加剧，
尤其在夜间更明显。 4 个月
前 ， 她在广西某医院检查
发现右桡骨病变 ， 进行了
“右桡骨病灶刮除+自体髂
骨移植术 ” ， 术后病检为

“软骨肉瘤， 2 级”， 遂辗转
来到湖南省肿瘤医院为求进
一步诊治。 骨软科李先安主
任团队讨论认为可以通过最
新的混合现实技术在术中进
行截骨定位， 结合 3D 打印
假体重建患者腕关节。 与传
统的定位方法 （根据术前影
像学资料决定截骨长度） 不
同， 通过配戴 MR 眼镜， 这
个设备相当于一个显示器 ，
但是比显示器更好的是它相
当于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的
显示器， 通过跟踪设备， 显
示器可以将 3D 扫描数据以
及 3D 动态模型投射到病人
身上， 这样， 医生就可以非
常直观地看到假体在人体中
的情况 ， 如同给医生装上
“透视眼”， 有效提升其空间
感知能力， 提高了手术的精
准度和安全性。

湖南首次实施MR结合 3D打印腕关节置换术

������据人民日报消息 1 月 8
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工业
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卫生健
康委、 广电总局 、 中医药局 、
药监局 、 网信办等 13 个部门
联合部署整治 “保健” 市场乱
象百日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在北
京召开， 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
加大对 “保健 ” 市场重点行
业、 重点领域、 重点行为的事
中事后监管力度， 依法严厉打
击虚假宣传、 虚假广告、 制售
假冒伪劣产品等扰乱市场秩
序、 欺诈消费者等各类违法行
为。 本次 “百日行动” 从 2019
年 1 月 8 日开始， 为期 100 天，
要加强案件查办， 曝光一批重
大典型案例， 形成有力震慑。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
关负责人日前介绍了保健品欺
诈和虚假宣传常用的九个套
路， 帮助消费者识别骗局， 保
护自身权益。

套路一： 免费礼品。 保健

品销售人员免费送礼品， 如鸡
蛋 、 大米 、 购物车 、 面 、 油 、
杯等等， 引诱老年人上钩。

套路二： 假借公益 。 一些
保健品销售公司会假冒某某公
益活动的名义， 打着公益的幌
子， 吸引老年人来听普及健康
知识的讲座， 其实是为推销产
品做铺垫。

套路三： 夸大承诺。 他们宣
称销售的产品能治高血压、 降血
脂， 对胃好、 对肾好、 对肝好，
还可控制糖尿病……类似的保
健品诈骗销售方式不断重复 ，
最终引诱老年人信以为真。

套路四： 登记信息 。 无论
通过什么途径吸引来的老年人，
一些保健品推销人员往往会要
求他们详细填写住址 、 病史 、
电话等基本信息。

套路五 ： “专家 ” 讲座 。
有些保健品销售公司会邀请所
谓的专家 、 医生到推销现场 。
宣称此专家对某些疾病有非常

专业的治疗水平， 比如在某大医
院光挂号费就要 300 元。

套路六： 现身说法。 有些保
健品推销人员安排老年人参与活
动并上台分享。 这些被安排好的
老年人会说自己是本产品的会员，
这个保健品效果确实好， 成为会
员还有各种免费待遇。

套路七： “亲情” 服务。 有
些保健品推销人员经常家访， 去
老人家里提点水果 、 蔬菜看望 ，
陪老人聊天。 只要老人高兴， 让
他们买保健品就不是问题了。

套路八： 免费旅游。 有些保
健品销售公司会组织老年人免费
旅游、 免费吃住， 以公司搞庆祝
活动、 回馈客户为名， 实际上到
了所谓的旅游地点， 就关起门来
进行保健品效果诱导。

套路九： 非法集资。 有些保
健品销售公司以购买总公司股票，
或者是某公司将要上市为名， 宣
称现在存钱或者购买股票， 可以
获得高额回报等等。

郴州无偿献血开启智能时代

保健品骗人的九大套路

湖南完成 3 万多名
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