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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龙金爱 向纯 陈
建） 7 月 23 日上午， 天气炎热， 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携手吉首
市公共汽车公司在河溪镇百里安置区开
展精准扶贫下乡义诊活动， 为基层群众
送健康。

河溪镇百里安置区有 100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 500 余人从原居住地搬到这
里， 虽然离吉首很近， 但不少群众的健
康意识不高， 健康水平不高。

“医生， 我这两天看东西总是模糊，
给我看一下”， “医生， 我最近总觉得
眼干眼涩， 你给我瞧瞧” “大爷， 您的
眼睛马上要治疗了， 不能耽误， 我们州
民族中医院免费治疗白内障……” 刚落
座， 帮扶义诊专家张晨明忙着通过检测
仪就常见眼病的早期症状和预防、 治疗
知识进行宣教， 提高了大家的眼保健意
识。 在义诊现场， 来自医院推拿科、 骨
科、 眼科、 内科等科室的 12 名专家为
群众免费提供量血压、 测血糖、 健康咨
询等义诊服务， 医护人员认真细致的服
务态度， 赢得了高度评价。

此次义诊活动， 该院共为 100 余人
义诊， 免费发放夏季养生保健宣传资料
200 余份。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卢理志) 7 月 23 日， 记者从湖
南省计生协半年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 今年上半年， 全省各级计生
协组织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广泛
开展宣传教育、 切实加强组织能
力建设、 大力拓展实施各类民生
项目、 深入开展关怀关爱、 积极
探索服务乡村振兴， 工作业绩可圈
可点； 下半年， 全省各级计生协组
织要努力推动计生协工作与党委和
政府中心工作、 卫生健康重点工作
深度融合， 转型升级， 做大做实传
统项目， 创新创优新兴项目， 将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与事业发展
同步推进， 为建设健康湖南做出贡
献。 湖南省卫健委党组成员、 省计
生协常务副会长康代四等领导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上，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
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建民作题为
《白衣赤心： 为生命而战》 的援
助湖北省黄冈市抗击疫情报告，

湖南省卫健委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唐凌志作题为 《兄弟无远 风雨同
担 努力践行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
理念》 的援助津巴布韦、 赤道几
内亚抗击疫情报告。

会议强调， 全省各级计生协
组织继续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促进
家庭健康， 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
动， 广泛开展健康教育促进工作。
指导宁乡等地继续开展农村中老
年妇女生殖健康试点项目， 探索
宫内节育器后续服务工作机制；
继续深入开展 “优生优育进万家”
活动， 加强孕产妇健康、 婴幼儿
照护、 儿童早期发展、 优生优育
等宣传与服务， 普及优生优育知
识。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托育
服务示范项目点， 加强与湖南省
妇幼保健院等委直属医疗单位的
协同协作， 探索建立省级优生优
育咨询指导专家库， 推动爱心助
孕特别行动项目的深入开展； 继
续深入推进青春健康工作， 积极

探索在大中型企业建立青春健康
教育示范基地， 加强青春俱乐部
建设。 深入开展 “护航青春·健康
同行” 活动， 进一步加强全省青
春健康教育联盟建设。 加强与有
关单位和高校等合作， 开展 “12·1
艾滋病防治宣传日” 等相关主题
活动。

会议指出， 要继续深入实施
各类惠民项目， 特别是今年新增
的 “暖心家园” 项目点长沙县、
荷塘区、 汨罗市、 湘潭县、 新化
县， 服务维权项目点洪江市、 流
动人口项目点耒阳市、 农村早教
“亲子小屋” 项目点桃江县、 君山
区、 攸县等县市区要高度重视，
加大资金配套力度， 规范项目管
理， 注重项目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做出品牌效应。 继续指导常德等
市抓好中国计生协失独家庭帮扶
项目工作， 健全关怀扶助长效机
制， 确保 “三个覆盖” 全面落实
到位。

同步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与事业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伦 罗
邵陵） 7 月 17 日， 邵阳邵东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组织全院职工召开 “二甲”
（二级甲等医院） 复评动员大
会， 标志着 “二甲” 复评战
鼓已全面擂响。

由于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将于今年 12 月份对该中心
进行复评， 此项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 “二甲” 复评不仅仅
是对医院功能定位、 医疗质
量、 服务能力、 管理水平等各
项工作的综合评价， 同时也是
对医院医德医风、 精神面貌、
工作能力的一次检验。 通过启
动 “二甲” 复评工作， 规范医
院管理， 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
服务质量， 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 做到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
齐头并进， 让群众以最小的医
疗成本享受更加优质、 便捷、

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 此外，
医院将以 “二甲” 复评为契
机， 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 评
建并举， 狠抓医疗作风建设，
减少医患纠纷， 缓解医患矛
盾， 优化就诊环境， 提升群众
满意度， 努力营造医院发展和
提升群众满意度良性发展循环
局面。

该中心负责人指出， 全
体职工充分认识 “二甲” 复
评工作的重要性 、 紧迫性 ，
争分夺秒， 认真做好 “二甲”
复评工作 ； 要有责任担当 ，
努力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提
高业务水平， 确保复评工作
保质保量完成 ； 加强领导 ，
明确职责分工， 确保责任落
实到人； 树立全局思想， 团
结一心， 做好 “二甲” 复评
工作， 确保 “二甲” 复评取
得圆满成功。

��������本报讯 （通讯员 文有定） 7 月 20
日， 益阳市桃江县计生协会会长杨俗
华、 常务副会长王德祥会同桃江县关
工委相关负责人， 走进桃江县特殊教
育学校开展 “心系留守儿童·关爱特
殊学生” 传递爱心公益活动， 为这里
的特殊孩子送上慰问和 4000 元关爱
资金。

自 6月下旬以来， 桃江县各级计生
协唱响协会服务主旋律， 开展 “让会徽
亮起来、 让会旗飘起来、 让会员动起
来” 集中服务活动， 着力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搞好困难救助 该县在县级生育关
怀资金中提取 28 万元慰问全县计生特
困家庭 700 户， 各乡镇共筹集 18.9 万
元生育关怀资金， 在每个村选择 2 户
以上困难计生家庭予以救助； 由 110
个联乡县直部门单位在每个计划生育
联系村救助 3 户以上困难计生家庭。

组织志愿帮扶 全县共组建乡级计
生协志愿者队伍 15 支、 村级计生协
志愿者队伍 87 支， 积极开展 “三帮
扶” 活动， 即群众外出打工， 志愿者
帮忙照顾老人小孩； 群众外出办事，
志愿者帮助打理农活； 群众遇到困
难， 志愿者尽力进行帮扶， 得到了服
务对象的一致好评。

关注特殊人群 桃江县各乡镇将关
心留守儿童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进行
排查建档与重点关注， 共落实爱心妈
妈与 118 名留守儿童结对。

��������7 月 17 日， 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计生协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 据统计， 此次献血有近 300 人参与， 298 人成
功献血 111700毫升。 通讯员 杨美琼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舒晓东 何兴章 江
鹏） 7 月 21 日， 怀化市防溺水工作专项
督导组来到溆浦县卫生健康局， 对该局
防溺水 “三个全覆盖” 做法给予认可。

溆浦县是人口大县， 为织牢织密防
学生溺水 “安全防护网”， 溆浦县卫健
局立足行业实际， 采取强力措施， 力保
学生生命安全。 该县县直、 乡镇卫生医
疗机构均成立组织机构， 建立了以院长
为第一责任人的安全责任体系， 以乡镇
为单位， 成立了 25 个救护小组。 各卫
生医疗机构通过电子显示屏、 宣传标
语、 宣传橱窗， 对来院就诊学生及家属
进行防溺水宣传。 在城区， 县中医医院
来到小学开展防溺水及急救宣传； 在乡
镇， 由镇中心卫生院牵头， 组织力量深
入辖区学校， 通过上安全课、 召开 “防
溺水” 主题班会等方式， 对学生进行防
溺水安全教育培训。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李雅
雯） 7 月 22 日， 全国首档儿科医疗类
纪实节目 《了不起的儿科》 在湖南省
儿童医院举行开机仪式， 节目将聚焦
守护儿童健康的儿科医生， 真实记录
儿科医生这个职业人群的工作和生活，
让大众了解儿科、 理解儿科医生。

《了不起的儿科》 制片人何昊桐表
示， 此次拍摄将派出 40 人摄制组深入
进驻医院 ， 布置了 30 台云台 ， 采用
360 度无死角拍摄的纪实手法， 对湖南
省儿童医院外科、 内科、 急救三大系
统多位医生进行两个月不间断式跟踪
拍摄， 向社会展现生动鲜活的医护人
员群像， 同时向大众普及儿科的相关
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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