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超
辉） 近日， 湖南省 “2018 年
度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总
结暨新技术推介大会” 在长
沙召开， 大会对全省 62 个先
进临床实验室进行表彰， 常
宁市中医院检验科获 “湖南
省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活
动先进单位 ” 称号 。 该 科
2017 年、 2018 年已连续 2 次
获得此荣誉。

该项活动由湖南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授权湖南省临床
检验中心组织开展的， 旨在
进一步加强全省临床实验室
的管理， 提高检验质量， 保
证医疗安全， 更好地发挥室
间质量评价的作用， 促进全
省各参评实验室对检验质量
的重视， 推进同级医疗机构

检验结果互认。
这次评价活动是用来确

保实验室维持较高的检测水
平而对其能力进行考核、 监
督和确认的一种验证活动 。
通常是由湖南省临床检验中
心向全省各实验室、 医院检
验科同时发放同一标本， 各
考核单位根据计划要求进行
检测分析并反馈上报结果 ，
利用实验室间的比对来确定
实验室能力。

2018 年， 全省共有 584
家临床实验室参评， 62 家获
得先进单位称号， 衡阳市也
仅有 2 家县级医院获此荣誉。
常宁市中医院检验科连续 2
次获此殊荣， 标志着该院检
验科检验技术和检验质量处
于湖南省领先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哈哈） “什么是癫痫
持续状态？ 癫痫持续状态怎么用药？ 患者出
院后还需用药多长时间？” 答辩环节， 考官
林金生一连向胡婷抛出了三个问题。

3 月 26 日， 顺利通过中华医学会临床
药学分会湘潭市中心医院培训中心 2018 年
度的结业考核， 来自湘乡市中医医院的胡
婷， 终于拿到了一名临床药师的 “入场券”。

2017 年 7 月 ， 通过层层申报 、 考核 ，
湘潭市中心医院药学部最终被确认为中华医
学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中心。 2018 年， 该
培训中心分抗感染、 神经内科、 抗肿瘤等三
个专业， 正式招收了来自全省各级医院的 6
名学员。

从窗口发药， 到用药宣教， 再到根据患
者的疾病史、 用药史等综合情况， 提供个性
化的用药指导， 学员用整整一年时间完成了
自身职业的转型。 这次结业， 就像她们职业
的成人礼。

线市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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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文有定 李德 吴祥英）
3 月 27 日， 益阳市桃江县召开全县肺结核
防治深度试点工作动员大会， 全面启动肺结
核防治深度试点工作。

据悉， 桃江县将拓宽筛查治管范围， 在
落实常规病人发现的基础上， 加强秋季入托
入学新生、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糖尿病患
者、 医院就诊可疑患者的肺结核筛查； 对所
有疑似结核病患者， 务必转诊追踪到位， 对
所有结核病患者规范治疗到位； 优化基本公
卫服务项目结核病患者服务管理工作机制，
确保肺结核患者全程规范化管理到位， 做到
应管尽管。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加英 郑
以亮） 4 月 1 日， 笔者从永州市
蓝山县计生协获悉， 蓝山县计生
协发挥职能优势， 多措并举， 精
准发力， 以项目带动致富计生群
众， 健康保险帮助计生家庭抵御
风险， 综合保障助推健康扶贫，
效果较好。

蓝山县计生协主动帮助困难
计生家庭创办计生 “三结合 ”
（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相结合， 与群众勤劳
致富奔小康相结合， 与建设文明
幸福家庭相结合）、 计生家庭创
业贷款贴息等产业发展项目， 争
取上级计生协投入项目和社会众
筹资金， 以 “协会+基地+农户”、
“能人+基地+农户” 等项目运作
模式， 引导困难计生群众发展种
植、 养殖等农业特色产业， 帮助
困难计生家庭发展生产、 增加收

入。 近年来， 全县投入近 40 万
元资金， 帮助困难计生家庭发展
计生 “三结合 ” 项目 10 多个 ，
发展计生家庭创业贷款贴息项目
70 多个， 发放贷款贴息资金近
20 万元， 撬动各级投入和社会众
筹资金 400 余万元， 惠及 100 多
户困难计生家庭。

为防止农村困难计生家庭因
灾因病及其他意外事故致贫返
贫， 增强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蓝山县计生 协 实 施 “生 育 关
怀———计 生 家 庭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 、 计生特殊家庭 “健康保
险”、 计生特殊家庭重病大病住
院护理补贴和生育关怀救助慰
问等关怀救助等项目 。 近 5 年
来， 全县共筹集生育关怀资金
500 多万元， 累计投入生育关怀
资金 55 万多元， 为农村困难计
生家庭购买 “计生家庭意外伤

害保险”， 累计投入资金 4.7 万
余元为计生特殊家庭人员购买
健康保险。 此外， 还发放 30 余
万元助学金， 积极帮助困难计
生家庭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蓝山县计生协积极争取财
政资金， 用于加强贫困村卫生
计生 （计生协 ） 服务阵地 、 计
生基层群众自治等工作 。 先后
争取省财政计生服务资金和县
财政计生村民自治工作经费 70
万， 投入到 12 个贫困村， 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 ， 帮助贫困村 、
贫困户脱贫 。 组织计生协会骨
干会员与困难计生群众结对子，
引导帮助贫困群众增强发展能
力， 增加经济收入 。 县计生协
每年组织为计生特殊家庭人员
免费健康体检 ， 建立个人健康
档案， 定期随访服务 ， 根据需
求开展个性化帮扶。

精准发力健康扶贫

������前几天早上， 我正在客厅里与老
爸交流健康养生之道。 突然， 村里的
邮递员小刘给我送来了大众卫生报社
寄赠的样报。 我和老爸异常开心地共
同阅读手头上这份 “油墨飘香” 的
《大众卫生报》， 欣赏着这份 “融百态
人生于一体， 集养生健身医疗卫生于
一炉” 的样报， 特别是看见我发表在
3 月 14 日 “快乐养生” 版面的生活
随笔文章 《副区长老爸变身开心菜
农》， 一时思绪万千……

屈指算来， 自无意中在邮政局投
递室里结识 《大众卫生报》， 已经有
5 年了。 这 5 年多来， 作为一个笔耕
不辍的业余文学爱好者， 我虽然只在
《大众卫生报》 发表了 3 篇文章， 但
收到了 3 份样报。 每次， 都难以抑制
我对 《大众卫生报》 的深深眷恋之情
和由衷的感激！

曾几何时 ， 给作者邮寄样报样
刊是报刊杂志坚持了许多年的惯例，
可是最近数年来， 一些报刊杂志为
了节省开支， 减少工作量， 逐渐取
消了这种深受作者欢迎， 充满关怀
与尊重的寄赠活动， 令广大作者颇
为失落。 业余舞文弄墨许多年， 我
时有诗文见诸于报刊杂志， 因此对
于各类刊发自己文章的样报样刊收
藏愿望异常强烈， 然而时下， 报刊
杂志能够坚持不懈地给作者邮寄样
报样刊 ， 简直是少之又少 。 今天 ，
我收到了这久违的样报， 心头不觉
中又涌起一份来自 《大众卫生报 》
的意外惊喜和温馨。

《大众卫生报》 的这份关爱将伴
随着我走过人生路上的风雨和坎坷，
战胜内心的寂寞和孤独。 感谢 《大众
卫生报》 报人为我们每一个作者邮寄
样报， 但愿 《大众卫生报》 这种充满
人文关怀的行为， 能够潜移默化地影
响其他报刊杂志， 书写编读亲如一家
的温暖。 通讯员 唐文胜

������本报讯 （通讯员 汤秋英 黄国文） 3 月
31 日， 永州市冷水滩区普利桥镇计生协召
开 “双丝带行动·关爱女性健康” 工作部署
会议， 会议要求， 各村计生协组织偏远农
村 （35~64 岁） 育龄妇女到冷水滩区妇幼保
健院进行免费 “两癌” （宫颈癌和乳腺癌）
筛查， 贫困户育龄妇女要优先安排， 活动
时间从 4 月 3 日至 4 月 19 日。

据了解， 宫颈癌检查的内容包括妇科
常规检查、 阴道分泌物检查、 宫颈脱落细
胞巴氏检查或醋酸染色检查/复方碘染色检
查， 如果病程需要， 可进一步做阴道镜检
查、 组织病理学检查； 乳腺癌检查内容包
括乳腺视诊、 触诊、 乳腺 B 超等， 如果病
程需要， 可进一步做钼靶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刘昕） 3月 25日， 常德津
市市血吸虫病预防站全面启动春季查钉螺工作。

工作人员对沿澧水、 涔水疫区的河道、
沟渠、 田地滩等钉螺易生长繁殖的区域， 通
过等距离设框的方法进行地毯式查螺， 并做
好查螺日志记录和照片拍摄， 做到螺情不漏
查一处。 对捡获的钉螺送入实验室进行观察
解剖， 为后续灭螺工作做准备。 此次将对全
市血吸虫流行区内 4 镇 5 街道 42 个村共计
1004.08 万平方米面积进行查螺， 整个查螺
工作预计在 4 月底前完成。

�������4月 2日是第 12个“世界自闭症关注日”， 为了提高人们对自
闭症的关注和认识， 给自闭症患儿更多温暖和关爱， 当天， 娄底
市中心医院组织专家在医院南门口开展了“世界自闭症关注日”
义诊活动。 活动共接受义诊咨询 80余人次， 免费测量血压 50余
人次， 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100余份。 通讯员朱菲摄影报道

关注自闭症

永州市
蓝山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