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市州连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编辑：梁湘茂 邮箱：172869349@qq.com� �版式：胡雪文02 健康·要闻

������本报讯 （通讯员 彭上红 记
者 梁湘茂） 11 月 27 日， 长沙市
岳麓区迎接建设全国健康促进区
省级技术评估验收， 省市评估专
家组现场检查该区健康主题公园
和健康步道、 健康社区 （村）、
健康促进学校、 健康促进机关、
健康促进企业、 健康促进医院，
对该区建设全国健康促进区工作
表示认可与赞赏。

该区将健康促进工作与区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文明
创建、 食品安全、 生活垃圾分
类、 区域化党建、 基本公卫服
务、 家庭医生签约、 全国中医
药示范区创建、 健康扶贫和各
部门各单位承担的其他健康相
关工作相结合， 全区 55 个成员

单位全力推进 “建设健康场所，
改善健康环境， 推动医技创新、
提升健康素养、 实施健康扶贫、
发展健康产业” 各项工作。 同
时， 将建设全国健康促进区工
作纳入区政府对各部门和街道
（镇） 的年度绩效考核， 对未履
职的单位进行定期通报和约谈，
通过督查倒逼责任落实。

岳麓区动员辖区各级医疗
机构约 100 名专家、 教授组建
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宣讲团，
为辖区居民提供便捷式、 菜单
式巡讲服务， 开展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菜单式巡讲 “进机关、
进企业、 进社区 （村）、 进学校、
进公共场所” 五进活动， 两年
来共开展健康巡讲 140 余场 ，

各街道 （镇）、 各部门组织健康
教育、 开展健康促进活动达 100
余场， 惠及群众 100 余万人次，
进一步传播健康知识， 居民健
康素养得到了大幅提升。 2019
年健康人群评估调查显示岳麓
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27.12%。

该区以国家 5A 景区橘子洲
景区、 咸嘉湖西湖公园作为示
范， 在橘子洲景区建设健身步
道、 健康专栏、 健康知识宣传
草地牌， 每天在电子显示屏滚
动播放健康宣传标语。 示范打
造了八方公园、 梅溪湖公园等
多条健康步道， 为广大市民提
供了休闲、 娱乐、 健身和传播
健康文明知识的场所， 提高健
康知识的知晓率。

建设全国健康促进区取得实效
长沙市岳麓区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林） 近日， 中国计生
协课题调研组在怀化市溆浦县专题调研， 实
地调研该县黄茅园镇金中村、 龙潭镇云盘村
后， 调研组认为， 溆浦县计生协工作特色突
出， 可圈可点， 其经验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今年以来， 溆浦县计生协紧紧围绕中国计生
协 “六项重点任务”， 紧扣 “四个抓手”， 突
出地方特色， 助推了计生协创新发展。

以“会员之家” 为抓手， 强化组织建设
该县以育龄群众和计划生育家庭为服务对
象， 在村 （社区） 建设一批设施规范、 功能
完备、 制度完善、 服务优良的基层计生协会
员之家。

以“诚信计生” 为抓手， 创新工作模式
年初以来， 溆浦县以 “诚信计生” 为抓手创
新计生工作新模式， 将 “计划生育征信体
系” 纳入政府 “信用体系建设项目”， 建立
了卫健、 公安、 教育、 国土、 民政等 128 个
服务窗口单位的诚信计生查验系统。

以“5·29 活动” 为抓手， 突出宣传效
果 今年 5 月 29 日是中国计生协成立 39 周
年纪念日， 也是计生协第 21 个 “会员活动
日”。 为了搞好这次活动， 溆浦县计生协在
全县 25 个乡镇开展了以 “关爱计生家庭·助
力健康溆浦” 为主题的宣传服务活动。

以“项目实施” 为抓手， 落实生育关怀 溆
浦县计生协积极对接省、 市计生扶贫项目，
争取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支持 “决胜小康蔬
菜大棚种植项目” 立项， 采取 “合作社+农户”
的合作模式， 将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给 40
户计生困难家庭的 20 万元扶助金， 捆绑投入
祥福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基地建设， 为贫困计生
户脱贫致富打开门路， 助力精准脱贫。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欣钰 刘织平） 日前，
株洲醴陵市大障镇江边埠村 67 岁的贫困患
者刘女士， 因左侧膝关节疼痛难忍， 来到醴
陵市四医院康复科就诊。 医生通过询问病
史、 辅助检查， 诊断其患有骨性关节炎， 进
行相关治疗后， 症状却没有得到明显缓解。
为进一步进行治疗， 早日帮助刘女士恢复健
康， 醴陵市四医院与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了远
程会诊， 共同为患者制定诊疗方案。

“站起来痛吗？ 走路痛吗？ 能下蹲吗？
有肿胀吗？ 皮温高吗？ 关节里有没有弹响的
声音， 有没有摩擦的声音？ ……” “目前比
较规范的治疗方式首先是生活方式的调整，
骨性关节炎要减少关节的负重……” 11 月 5
日， 北京协和医院康复科专家与醴陵市四医
院进行了首例远程会诊。 协和医院康复科专
家通过互联网， 听取了醴陵市四医院医生的
病例汇报， 对刘女士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
解。 随后， 协和医院康复科专家肯定了醴陵
市四医院对骨性关节炎的诊断， 详细介绍了
骨性关节炎的治疗方法， 给出了具体详细的
用药和康复指导。 醴陵市四医院根据协和医
院康复科专家的指导建议， 结合患者实际情
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目前， 刘女士病情
明显好转， 已康复大半。

“通过远程会诊， 贫困人群不出市， 便
可以以较低成本的方式便捷地获得专家的优
质服务。 专家协助我们当地医生优化治疗方
案的同时， 还推进了 ‘大病再诊断’， 降低
了误诊率， 加强了对贫困患者的健康保障。”
醴陵市四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11 月中旬， 衡阳市祁东县卫
健局、 县疾控中心联合县教育局
和相关学校， 开展流脑现场监测。
图为医务人员为在校学生采集咽
拭子标本。
通讯员 何晓晓 雷冬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高翔 周长
飞陈建） 为提高幼儿园卫生保健
工作水平， 预防和减少疾病发生，
保障儿童身心健康， 11 月 24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保育员培训班开班， 来自吉首市
多所幼儿园的 200 多名骨干保育
员接受了儿童有关疾病预防保健
和急救等知识的授课教学。

湘西州人民医院的医生首

先为保育员们培训了 《儿童常
见感染性疾病预防》 知识， 重
点讲解儿童手足口病 、 水痘 、
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异常症
状和预防感染性疾病的措施 ，
针对儿童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
的各种常见感染性疾病， 强调
了预防和保健的重要性。 随后
就儿童意外伤害和急救知识进
行了授课， 现场演示了七步洗

手法、 海姆立克急救法和儿童
心肺复苏的基本操作方法。

为了进一步加深大家对专业
知识的学习记忆， 湘西州人民医
院的医务人员在现场播放了视频
资料， 鼓励学员相互之间进行操
作互动， 回答了重点技术要领和
有关儿童预防保健知识的提问，
并给各个幼儿园的保育员发放了
儿童疾病宣传资料。

流脑监测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 管华林 罗
琼） 11 月 26 日， 3 个星期前在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术的简大爷重获
“心” 生， 高兴地康复出院。

家住衡阳市的简大爷在 5
年前就出现胸闷、 胸痛等症状，
前往该市某三甲医院进行了全
面体检， 却没有发现异常。 然
而， 今年 7 月份以来， 简大爷
胸痛胸闷的症状却越发地明显，
身体发肿， 时常喘不过气。 来
到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治 ，
经检查被诊断为： 冠心病主干
狭窄 90%， 其余多支血管弥漫
性病变合并心衰。

该院心胸外科主任肖劲莎
与患者进行详细沟通后， 告知

此种情况必须行冠脉动脉旁路
移植术， 但在心功能十分差的
情况下进行手术， 术中、 术后
可能会出现严重低心排及心梗
危及生命。 建议其先进行保守
治疗， 改善心功能， 为后续的
手术做准备。 考虑到手术风险
非常大， 简大爷的家人们也建
议前往上级医院进行手术。 但
简大爷充满信心地说： “我信
赖这里的医护人员， 我想在这
里做手术。”

11 月份， 简大爷经过一段
时间的药物治疗后， 心功能得
到了一定的改善， 勉强达到了
手术要求。 该院心胸外科主任
肖劲莎介绍， 由于简大爷患有
严重的冠心病且为主干狭窄 、

多支血管弥漫性病变， 保守治
疗效果不明显， 而且手术风险
十分大， 一不小心术中容易发
生大面积心梗。 “既然患者信
赖我们， 我们就一定会尽力做
到最好。”

肖劲莎带领医护团队为简
大爷制定了详尽的围手术期方
案 ， 确保手术可以顺利进行 。
术前准备就绪后 ， 在麻醉科 、
心内科、 心外科等多学科的紧
密协作下， 手术历经 5 个多小
时， 最终顺利完成。 术后， 简
大爷被立即送入 ICU， 进行生命
体征监护 6 天， 病情稳定转入普
通病房。 术后， 简大爷的胸痛
胸闷的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 ，
愈后效果良好， 感到十分满意。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