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溺水

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43—0036
http://hunan.voc.com.cn
全国邮发代号41—26

中国知名专业报品牌
全国十佳卫生报

２０20年7月16日

星期四第2742期

本报社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 号新湖南大厦 47 楼 总编辑：涂新山 湘广发登第 0035 号
新闻热线：0731-84326206��订报热线：0731-84326226���广告热线：0731-84326448����本报每周二、周四出版 全年订价：120 元 零售价：1.50 元 印刷：湖南日报印务中心

今日 8版

详见 06版

������本报讯 （张磊） 近期， 我国
大部分地区进入主汛期， 特别是
南方地区多次出现强降雨过程 ，
部分地区遭受泥石流、 洪涝等灾
害， 全国急性血吸虫病防控工作
面临严峻形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
近日发出 《关于加强 2020 年汛期
血吸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提出，
要加强组织领导、 细化防控措施、
强化疫情监测、 开展宣传培训以
及加强检查评估， 做好汛期血吸
虫病防控工作。

《通知》 指出， 各血吸虫病流

行区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救
灾工作，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会同
水利、 教育等部门开展专题研究、
提早部署。 结合工作实际， 健全完
善血吸虫病疫情应急预案和应急处
理机制， 做好突发疫情的组织、 人
员、 技术和物资的应对准备， 保障
突发疫情防控经费。

《通知》 强调， 要针对汛期
血吸虫病特点和突发疫情风险 ，
进一步落实落细重点防控措施 。
加大查螺灭螺力度 ， 对高风险
环境 、 钉螺分布环境和近年发

生过急性感染的环境进行彻底
清理， 落实易感环境药物灭螺 、
重点水域灭蚴等措施 ， 及时消
除高危环境 ， 切实消除风险隐
患。 加强家畜管理， 严禁在有钉
螺孳生洲滩散养家畜， 严格实施
封洲禁牧等措施 。 加强对渔船
民、 外来人员、 防洪防汛人员和
接触疫水人员等重点人群的监
测和查治工作 。 加强传播风险
因素监测 ， 提早发现风险隐患 ，
及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防患于
未然。

�������为弘扬医
务工作者“敬
畏生命、 救死
扶伤、 甘于奉
献、 大爱无疆”
的精神， 用热
血践行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 7 月
13 日， 郴州市
妇幼保健院开
展了无偿献血
主题党日活动，
当天该院医护
人员累计献血
4400 毫升。 图
为献血现场。
通讯员 李孟玲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刘志勇） 7 月 13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全面
推进社区医院建设工作的通知》，
决定在总结 2019 年社区医院建设
试点工作的基础上， 全面开展社
区医院建设工作。

《通知》 指出， 社区医院建设
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 条件具
备的乡镇卫生院也可开展建设工作；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社区医院后，
仍然承担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 其防治结合的功能定位
和公益性质不变， 已有的财政补偿
水平和优惠政策不降低。 社区医院
加注为第二名称，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或乡镇卫生院作为机构的第一名
称保持不变。

《通知》 明确了社区医院的建
设原则， 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 坚持问题和目标双导向， 坚
持防治结合。 针对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的短板和本次疫情防控暴露
出的薄弱环节， 以提供公平可及
和优质高效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为目标，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支
撑和引领作用， 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工作。

《通知》 明确， 各地要对照标
准， 加强资源配备和信息化建设；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鼓励有
条件的社区医院规范设置发热门
诊。 狠抓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和医疗
质量， 有条件的可设立心理咨询门
诊； 合理设置床位， 主要以老年、

康复、 护理、 安宁疗护床位为主，
鼓励有条件的设置内科、 外科、 妇
科、 儿科等床位， 并结合实际开设
家庭病床； 提高中医药服务和医疗
康复能力， 推广中医药综合服务模
式。 防治结合， 强化传染病防控能
力， 常态化开展医务人员传染病知
识培训， 提高社区医院在健康体检
和日常诊疗过程中早发现传染病的
能力， 提升法定传染病早报告能
力； 强化重点人员健康管理； 做好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社区医院建设全面推开
有条件的，鼓励设置内外妇儿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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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廖蓉 ） 一名
产妇突然临产， 紧急赶到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时 ， 孩子头已经出来
了， 闻讯赶来的助产士决定在 “临
时汽车产房 ” 里就地接生……7 月
14 日， 回忆当时惊险的场景， 新生
妈妈感激地说， 正是因为医护人员
及时伸出援手， 才能有自己和宝宝
的平安。

7 月 13 日傍晚时分， 湘雅二医
院外科楼一楼人流涌动， 此时正是
下班高峰时期。 一楼大厅突然传来
一声大喊： “快来人， 帮帮我们！”
求助者是一名中年女性， 由于过于
着急， 讲话已语无伦次。 正在一楼
等候朋友下班的该院产科助产士贺
曼丽听闻惊叫 ， 连忙上前询问情
况。

“孩子在车里生了一半 ， 快救
救我们 .....” 贺曼丽立刻随这名女
性一路小跑奔向一辆黑色汽车。 打
开车门， 一名小腹隆起的孕妇， 正
躺在后座， 疼痛和恐惧已令她无法
动弹， 一名新生儿蜷缩着在产妇两
腿之间， 已经完全娩出。

贺曼丽见状， 立马拿出手机拨
打科室电话 ， 联系同事 ， 就地指
挥， 运送产妇。 她告诉产妇： “我
是产科的 ， 你不要怕 。” 听到这句
话 ， 产妇及家属情绪慢慢平静下
来。

此时， 接产用物还未送达， 新
生儿四肢已全身青紫， 这一刻， 贺
曼丽和所有在场的人心里只有一个
想法： 救人！ 救人！

送产房来不及了 ， 贺曼丽当
即决定让孕妇就地生产， 在 “临时
汽车产房 ” 里 ， 她徒手抱过新生
儿， 摆正体位， 清理呼吸道， 轻弹
足底 ， “哇 ！” 的一声———清亮有
力！ 紧接着她拿起车上的小毯， 迅
速将新生儿包裹起来抱在怀中予以
保暖， 经过处理后， 新生儿皮肤逐
渐由青紫转为红润， 大家悬着的心
也渐渐落了地。

随后， 同事袁芳和两名值班医
生也携带用物 ， 推着平车迅速赶
到， 就地建立静脉通道， 进行无菌
操作， 并将产妇转运至产房进一步
产后观察。 经过及时有效的医护救
治， 母子最终转危为安。

暑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