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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健康
用“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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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 娄底涟源市杨市
镇中心卫生院在集祥社区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回访， 为辖区 65 岁
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活动。 与以往体检不同的是， 这
天， 邀请了涟源市人民医院心血
管内科主任舒君和内分泌科主任
肖庆辉两位专家为前来检查的居
民提供健康咨询、 病情评估、 规
范用药和预防保健等服务。

看到涟源市人民医院专家上
门服务， 居民们纷纷围了上来，
一会儿的功夫 ， 咨询台前便已
围满了群众， 专家们耐心细致

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居民答疑
释惑， 现场有不少居民拿着自己
的检查单以及长期服用的药物清
单， 来到专家台前进行咨询， 专
家们一一耐心询问后， 针对患者
的病情， 给出了规范的诊疗方
案。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的群众，
还开展上门健康服务。

“现在党的政策太好了， 不
仅免费给我做了体检， 还让市级
医院的专家到家里来做健康指
导 ,真是太感谢了！” 瘫痪 13 年
的余阿姨激动地说道。

如此方便的医疗服务， 得益

于涟源市人民医院与杨市镇中心
卫生院开展的医疗共同体建设，
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 自 2016 年启动
医疗共同体建设以来， 涟源市人民
医院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推进
服务重心下移和服务窗口前移， 变
‘病人跑’ 为 ‘专家跑’， 每周安排
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专家到卫
生院坐诊、 会诊、 查房、 疑难病例
讨论、 危重病人抢救、 手术指导等
工作， 为群众提供综合、 连续、 协
同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本报通讯员 张治国 王秋贤

专家沉下去 健康送上门

������本报讯 （通讯员 黎德华 周
琼） “小朋友， 你好多牙齿坏掉
了， 以后一定要少吃糖。” “崽
崽， 你平时牙齿疼吗？ 有好多蛀
牙了呢！” “你要仔细刷牙哦， 每
个牙齿都要刷到， 知道吗？” 口腔
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 ， 龋病
（蛀牙、 虫牙） 是危害儿童健康的
常见疾病， 娄底市新化县人民医
院被定为 2020年湖南省儿童口腔
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定点医院。 7
月 9 日， 新化县人民医院口腔科

主任彭雄南、 门诊部护士长陈平
及口腔科全体医务人员来到新化
县清华幼儿园， 为该园 465 名儿
童开展口腔健康知识宣教及免费
涂氟防龋公益活动。

活动现场 ， 新化县人民医
院口腔科 “兵分两路 ” 开展工
作 。 一方面 ， 由彭雄南带领医
务人员对儿童的口腔进行详细
检查 ， 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
给老师， 对发现有异常情况的，
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医院做相应
的检查治疗 。 同时 ， 为幼儿园
所有参加涂氟的儿童进行了涂
氟工作 ， 工作完成后 ， 详细记
录相关结果。

另一方面 ， 新化县人民医

院口腔科医师谭桂萍向幼儿园
老师及儿童详细讲解了儿童口
腔不良习惯的危害 、 如何正确
有效地保护牙齿 、 如何正确刷
牙以及乳牙涂氟保护牙齿的重
要性等口腔健康知识 ， 并告诉
孩子们要认真刷牙 ， 保护好牙
齿 ， 只有拥有健康的牙齿 ， 才
能绽放最美的笑容。

据了解 ， 根据此次项目安
排， 新化县人民医院将免费为 10
家幼儿园 2588 名儿童开展免费
乳牙涂氟防龋公益活动。 目前，
新化县人民医院已为新化县阿童
木幼儿园等 6 家幼儿园 1727 名
儿童开展了乳牙涂氟， 切实提高
了儿童口腔健康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 宁振中 谢
磊 田丽 ） “先前测量体温偏
高， 是剧烈运动引起的， 休息几
分钟后体温已正常， 可以进入考
场考试。 别紧张， 祝你考出好成
绩。” 7 月 13 日， 邵阳邵东市高
二学考正有序进行 ， 邵东市疾
控中心驻城区四中考点工作人
员在现场监测考生健康状况 。
据统计 ， 全市 11000 多名参加
高考和正在参加学考的 7600 余
名考生， 没有因身体异常或受
疫情影响而缺考。

为保证高考、 学考和中考等

各类考试不受新冠肺炎和考生个
人健康等因素影响， 邵东市卫健
局组织市疾控中心、 市人民医院
等医疗卫生单位， 会同市教育等
部门为考生全程 “护考”。 市卫
健局在 6 月中旬就组织市疾控中
心制定下发了疫情防控指南， 要
求各学校考前上报考生体温监测
和健康卡情况， 各考点设置医务
室和隔离考场， 严格落实考生健
康监测、 环境清洁和考场消毒等
疫情防控措施。 6 月下旬起， 邵
东市组织全市各医疗单位专业人
员进行了疫情防控技术培训， 要

求对出现发热、 咳嗽等异常情况
的考生及时落实流行病学调查等
措施， 对全体考务工作者进行了
疫情防控知识培训。

为做好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处置和医疗救治 ， 各考点均安
排了疾病防控和医疗救治专业
人员各 1 人 ， 负责督导考点消
毒、 考生入场体温监测 ， 对体
温等身体异常考生进行复查 、
流调和评估 ， 及时落实调查处
置和医疗救治 ， 有效保障了全
体考生在安全温馨的环境中顺
利完成考试。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唐明
星 高琪乐） “谢谢湘雅医院的叔叔阿姨
们， 让我能和正常的同龄人一样挺直腰
背站立， 重新拥抱生活！” 7 月 12 日， 来
自重庆的小姑娘小媛再次见到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脊柱外科张宏其教授时表示由
衷的感谢。 一年前， 小媛被确诊 “伴极
重度混合通气功能障碍的重度脊柱侧
凸”， 经过张宏其教授专家团队一年来的
不懈努力， 终于帮助小媛战胜疾病， 蜕
变成了一位全新的美丽女孩。

小媛 3 岁时， 在当地医院检查为先
天性脊柱侧凸。 随着年纪的增长， 小媛
的侧凸角度越来越大， 不仅让她的外表
异于常人， 躯干像 “蛇” 一样扭曲， 更
严重的是影响了她的胸廓发育， 导致肺
功能进行性下降， 她完全无法像同龄人
一样运动， 稍稍活动便会因为缺氧而昏
倒。 无法正常呼吸成为小媛生命的重大
威胁， 小小年纪就曾因呼吸困难多次住
进当地重症监护室。

经过对小媛病情的反复综合评估， 张
宏其教授团队决定先采用 “湘雅阶梯递进
halo-femoral 大重量牵引法” 为小媛进行
牵引辅助治疗。 张宏其依据丰富的手术经
验， 果断采用支撑棒加卫星棒联合置入的
方式， 既起到支撑目的， 又能顺利完成矫
形， 历经 8 个小时， 顺利完成手术。

�������� 7 月 10 日， 郴州市举行庆祝
“7·11” 第 31 个世界人口日宣传服
务活动， 活动由郴州市卫生健康委、
市计生协和北湖区卫生健康局、 区
计生协主办。 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向
市民宣传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新的服
务方式及卫生健康科普知识， 提供
健康义诊服务。 同时举行健康徒步
活动， 200多名卫生健康工作者在活
动中切身感受健康运动的快乐。

通讯员 黄桂山 邓丹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天茂 杨严） “小
胡 ， 谢谢你 ， 每个月帮我拿药 、 寄药 ，
还下乡看望我父母， 让我们能安心在外
面打工， 真的太感谢了！” 7 月 8 日， 远
在广东东莞打工的永州市新田县新隆镇
贫困户何三仔， 得知新田县人民医院结对
帮扶他家的帮扶责任人胡亚婷， 又带着药
品到他家入户随访时， 他从广东打来电话
表示感谢。

何三仔因母亲患慢性病需常年服药，
2014 年全家被评定为贫困户。 谁知屋漏
偏逢连夜雨， 2016 年， 才 40 岁的何三仔
突发心肌梗死， 多次住院治疗， 安放了 3
个心脏支架， 十几万元的费用压得这个
家喘不过气来。 就在一家六口愁眉不展
之际， 健康扶贫政策的落地， 有效地缓
解了这一家的燃眉之急， 何三仔的住院
费用医保报销了一部分， 大病救助报销
一部分， 自付部分基本能承受了。

帮扶责任人胡亚婷帮助何三仔办理
了特殊门诊， 考虑到何三仔在广东打工，
胡亚婷主动承担了何三仔一家到医院拿
药、 寄药的工作， 让何三仔在外省也能
享受到健康扶贫好政策。 何三仔的父母
年事已高， 何爷爷患有脑梗塞、 高血压、
白内障， 何奶奶则患有关节炎， 这两年
在医院住了好几次院。

何爷爷说 : “现在我们住院自己交不
了多少钱， 大部分都能报销， 国家政策
太好了！”

据悉， 在新田县， 糖尿病、 高血压患
者均可看 “两病” 门诊， 其他的慢性病有
“特殊门诊”， 住院有医保， 贫困户可以享
受 “先诊疗、 后付费”、 “一站式结算”
等惠民政策， 这些惠民的好政策， 让大家
特别是贫困户格外安心。

新化县人民医院举办涂氟防龋公益活动

健康运动 健康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