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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9
月 21 日， 是第 27 个世界阿尔
茨海默病日。 22 日上午， 在长
沙市芙蓉区阿默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68 岁的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刘小英 （化名） 在社工的梳
洗下， 打扮得清清爽爽， 等着
客人上门。 原来， 客人是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团
队， 他们在此举办 “世界阿尔
茨海默病日” 健康宣教活动。

“您的母亲自 2019 年 2 月
18 日以来， 就没有做过相关专
科检查了， 建议尽快到正规医疗
机构去做检查。” 在该中心 3 楼，
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沈璐教授
开始了专家查房义诊， 现场指导
用药， 为患者遴选药品。

而在此前的 《正视失智 主
动健康》 宣教讲座中， 沈璐教
授指出，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
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主要以
损害记忆力为特征， 患者会忘
记家在哪里， 混淆方向分不清
东西南北， 不知道今天是星期
几， 甚至连自己家人都记不清。
智商也逐步降低， 还会出现精
神行为异常和日常生活能力下
降等。 这种失智症， 是继心脏
病、 肿瘤、 脑卒中之后老年人

群的第四大死因。
沈璐强调， 对于阿尔茨海

默病的病因不明， 目前认为与
老化、 环境、 遗传均有关。 目
前还缺乏有效的根治方法， 因
此预防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通
过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加强运动延缓衰老， 可以有效
地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

哪些人容易患这种病？ 沈
璐教授指出， 除了高龄、 遗传、
女性这些无法改变的因素， 还
有受教育程度低、 三高 （高血
压、 高血糖、 高血脂）、 头部受
过外伤、 有吸烟史、 饮酒过量、
缺乏维生素 、 心理应激等等 ，
都可能患上这种病。

“什么情况下容易得此病
呢 ？ 一般来说 ， 退休 、 独居 、
亲人或朋友亡故、 环境发生大
的变化、 遭受大打击容易患上
此病。” 沈璐教授说。

对于如何增加大脑保护因
子 ？ 沈璐教授说 ， 要多动脑 、
多运动 、 多参与 、 合理饮食 、
调理情志。 她建议， 老年人每
年应做一次记忆体检， 怀疑自
己或家人患有老年痴呆， 应及
早至正规医院记忆障碍门诊开
展记忆力筛查， 明确诊断。

记者了解到， 据最新数据显
示， 每 3 秒钟全球就有 1 名阿尔
茨海默病 (AD) 患者产生， 全球
已超过 5000 万， 预计到 2050 年
将增加至 1.52 亿； 中国患病人数
也在 1450 万以上， 是患者数量
最多的国家， 2050年患病人数将
达 3003 万， 中国超 8 成照护者
不得不一直看护患者； 超 6 成照
护者心理压力大， 照护能力不足，
照护资源匮乏， 治疗服务单一。

长沙市芙蓉区阿默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自 2018 年注册 “阿
默认知症照护中心” 以来， 坚
持以人为本、 服务为先的工作
理念 ， 创新发展 ， 配设医师 、
心理咨询师 、 护师 、 介护师 ，
目前已有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
(AD) 患者 83 人。

在阿默认知症照护中心 ，
记者看到， 每层房门均有指纹
锁， 严防老人走失； 每层中间
一个大客厅和开放式厨房， 干
净整洁 ； 每个卧室 、 卫生间 、
杂屋卫生清洁， 有的老人在客
厅长桌上绘画、 折纸， 有的在
地上 “跳格子”， 墙角处种了文
竹 、 长青藤 ， 一切显得温馨 、
亲切， 就像一个小小的爱的港
湾， 让爱不走失。

关爱老人，让爱不走失
专家建议： 老年人每年应做一次记忆体检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叙德) 9 月 19 日至
20 日， 来自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为主的中医药专
家教授组建的多个义诊及宣讲小分队， 以
义诊赠药、 中医药健康讲座等多种形式为
益阳南县人民带来一场丰富的健康公益活
动， 掀开了 “中医药文化三湘行” 公益活
动走进南县活动的序幕。 在南县卫健局、
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热情协助下， 义诊小
分队共接待问诊群众 500 余人， 聆听教授
健康讲座 60O 余人。

������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
举措推进辖区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建档。 图为 9
月 16 日， 该中心公卫护
士王辉到行动不便的重
点服务居民家开展上门
体检， 并面对面建档。

通讯员 邓芳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舒建平 唐琨) 为创建
廉洁医院， 牢固树立职工清正廉洁的家风
意识， 近期， 由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会
面向全院在岗职工开展的 “勤俭持家， 廉
洁向善” 征文比赛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期
间， 共收到该院干部职工原创文稿 44 篇。
9 月 18 日， 该院举行了征文比赛表彰大会。

本报讯 (通讯员 段吉祥) 近日， 由株洲
市茶陵县应急管理局牵头， 组织县消防救
援大队、 民政局、 卫健局、 住建局、 工信
局等部门相关安全负责人， 组成联合检查
组先后对马江、 虎踞敬老院、 茶陵济康医
养中心等敬老机构安全生产、 消防、 疫情
防控、 环境卫生等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

检查当中， 执法人员详细检查了敬老
院、 医养中心老年人健康体检、 疫情防控、
健康教育台帐记录、 探访人员入院检测 、
环境卫生整治、 环保设施、 污水和医疗废
物处理， 现场反馈检查中发现存在的问题，
直接提出了限期整改意见。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快到了。
这让我回想起去年中秋节一次
难忘的 “探亲”。

去年中秋节， 我的扶贫对
象户邹如晚 19 岁的二女儿邹栩，
因患双肾水肿、 结石双侧输尿管
狭窄住在邵东市人民医院。

那天， 当我带着中秋月饼去
探望， 走进邵东市人民医院泌尿
科 302 病室时， 只见邹如晚背靠
着墙壁， 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

我问： “医师怎么说?” 邹
如晚痛苦地说： “医师看过了，
说邹栩病情很严重， 必须到省
医院治疗， 我们对省医院不熟
悉， 钱也是问题， 没办法去。”

我很清楚邹如晚的家庭情

况， 妻子残疾， 大女儿患有精
神障碍， 还有两个子女正读小
学和初中。 全家 6 口人， 经济
收入靠他务农和打零工支撑。

我走进病房 ， 对邹栩说 ：
“邹栩， 你要坚强， 勇敢面对疾
病， 相信政府， 相信我们会帮
助你， 你要树立信心， 好吗?”

邹栩轻轻地点了点头。 思
想工作做好了， 然后我到医师
办公室找到唐路军主任， 一方
面介绍邹栩家的情况， 同时询
问她的病情， 并请求他们帮助。
唐主任听了我的介绍， 立即表
示大力支持我们， 并说他今天
去省人民医院开会， 一定帮她
联系好医院和病床。

两天后， 在唐主任及邹如晚
表弟帮助下， 邹栩顺利地住进了省
人民医院。 同时， 我也到乡政府为
邹如晚家申请了紧急救助资金和
低保。 经过 4 个月的治疗， 邹栩
的病彻底治好， 并按照低保贫困
户的标准报销医药费， 同时也如
期领到了紧急救助金和低保金。

邹如晚家庭在邵东市疾控
中心扶贫工作组和村支两委的
帮助下， 以及通过自身勤奋劳
动， 2020 年的收入达到 5 万余
元 ， 走出了经济困境 。 我想 ，
今年的中秋节， 邹如晚一家人
定是洋溢着温馨和幸福吧!

邵东市疾控中心扶贫工作组
徐春生

入户体检建档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大宝） 9 月 19 日至 25
日， 长沙市天心区卫健局联合湖南省预防医学
会心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心血管内科、 长沙中西医结合康复医
院开展 “心血管疾病防治科普周” 活动。

科普周期间， 考虑到疫情防控的原因，
长沙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邀请原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赵水平
教授等 6 位知名心血管内科专家提前录制好
科普知识讲座视频， 对广大市民普及心血管
疾病的防治知识。 视频将在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线上播放， 方便人民群众收看。

为了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大医院
的服务， 长沙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还将开展
名医义诊周， 举办义诊惠民活动。 9 月 21 日
至 25 日上午 9 时到 11 时， 赵水平 、 毛季
萍、 李向平、 段书 、 谭茗月 5 位专家将在
该院坐诊， 现场为市民解疑答惑。 届时， 市
民还可享受挂号费全免、 心脑彩超及各项医
学检查 9 折、 免费领取科普书籍等优惠。

长沙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院长余良表
示， 医院与天心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
了慢病防控医联体， 作为牵头单位， 医院将
充分利用科普周， 釆取多种形式， 为本辖区
及医联体各成员单位所管理的慢病对象做好
慢病知识宣传及义诊， 并充分利用专家团
队， 让患者与专家面对面， 解决专家一号难
求的困难， 将医联体的工作做实做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