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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今日本报 04版《迎接新生命的天使》

本报讯 （记者 刘琼） 为进一步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 本报联合湘潭市第一人民
医院举办的第四届 “健康中国” 头条新闻
竞赛活动近日揭晓 ， 经评委会评定， 从
468 件新闻作品中评选出 9 件优秀获奖作
品。 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 《网上预约 ， 上门护理 》
（作者： 段斌）

二等奖： 《专家沉下去， 健康送上门》
（作者： 张治国 王秋贤）、 《娄底市中心医
院创造生命奇迹》 （作者： 刘紫寒）

三等奖： 《四入户问计扶贫》 （作者：
田晓辉 向晶）、 《宁乡多学科协作成功救
治重度失血患者》 （作者： 曾维 黄莉）、
《江永村村有居民健康守护人》 （作者： 郑
赞补 周维善 李钟胜）、 《10 月大失聪宝宝
成功植入人工耳蜗》 （作者： 刘振 吴蕾）、
《面对新冠疫情， 他骁勇善战》 （作者： 王
璐 刘欢 罗燕 沈灼非）、 《湘潭六千大学新
生共学救命术》 （作者： 段佳艺）

上述获奖作品围绕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领， 共筑健康中国梦” 主题， 讲述
健康中国故事， 传播健康新理念， 彰显新
时代医护人员新风采。

��� 朱玉莲，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妇产科主任、 主任医
师。 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高级产科生命支持教
程教员、 中国妇女盆底功能障碍防治家庭健康促进项目
省级培训师、 湖南省省级“降消” 专家、 湖南省女医师
协会老年女性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委会委员、 湖南省预
防医学会生命早期发育与疾病防控专委会委员等。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 “传染
病防治过程中， 其中关键一条是
实事求是、 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
息， 决不允许瞒报漏报。” 李克
强总理在 1 月 8 日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上强调。

当天会议部署， 按照立法计
划， 积极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 修订工作， 推动
健全传染病防控体系。

李克强指出， 加强传染病防
治， 事关广大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 。 要坚持人民至上 、 生命至

上 ， 结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
践， 及时完善相关法律， 为传染
病防治提供更有力法治保障。

当天会议明确要求， 传染病
防治要突出健全工作机制， 严格
落实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改进监测、 预警、 报告
和公开发布制度， 完善传染病种
类确定和紧急管控措施等规定，
健全疫情救治体系， 加强传染病
医疗救治服务网络建设， 并加大
对违法行为追责力度。 法律修改
完善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后， 按程
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李克强指出， 近期国内多点
出现散发新冠肺炎病例甚至局部
聚集性疫情。 眼下正值寒冬， 是
疫情防控的重要时点， 要继续按
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 毫不放
松抓好防控工作。

李克强要求， 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要加强对地方和相关方面
的指导协调， 坚持 “四早”， 加
强监测预警、 核酸检测、 隔离管
控 、 医疗救治 、 流调溯源等工
作， 健全应急处置机制， 实事求
是、 公开透明发布信息， 坚决遏
制疫情扩散。

妇产科专家

朱玉莲

坚决遏制新冠疫情扩散
李克强：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微） 近日， 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杨治
权教授收到了一段令人欣喜的视频： 3
年前身患怪病导致四肢扭曲的患者如今
已为人母， 而这些都得益于杨治权及其
团队通过植入脑起搏器， 让她彻底告别
了 “扭转” 生活， 开启了新的人生。

怀化 27 岁的小颜被一种怪病困扰了
整整 12 年， 她脖子控制不住地往左边偏
移， 走路也只能弯着腰， 四肢扭曲， 行
动怪异……疾病不仅断送了她的学业，
也让她的第一段婚姻早早结束， 为了扭
转人生， 她来到湘雅医院寻求专家帮助。

杨治权经过仔细检查， 判断小颜所
患的是一种名为 “扭转痉挛” 的疾病。
这是一种肌张力障碍类神经疾病， 是由
于脑部神经传导递质缺失， 造成患者运
动神经障碍， 身体痉挛。 杨治权表示，
当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时， 需要采用外科
手术疗法， 而脑深部电刺激术便是最好
的治疗选择。

脑深部电刺激术俗称脑起搏器， 是
一套精致小巧的微电子装置， 医生通过
精密的仪器将刺激电极准确地植入到患
者特定的部位， 通过固定在胸前皮下的
刺激器发放一定频率和电压的电流对大
脑的特定核团进行刺激， 进而达到控制
患者症状的目的。

手术顺利完成后， 随着时间的推
移， 小颜原本歪斜的脖子慢慢恢复了正
常， 紧张痉挛的四肢也舒展开来， 终于
可以挺直腰杆正常走路了。 不久后， 小
颜步入婚姻殿堂， 并于上个月顺利诞下
了爱的结晶。

第四届“健康中国”

详见 04版
党的领导：卫生工作的“灵魂”

������本报讯 (通讯员 梁师孔段龙军) 近日，
湖南省级精准扶贫市州交叉考核组先后前往
郴州市宜章县迎春镇鹧鸪坪村、 瑶岗仙镇和
田村， 对村级卫生室建设和健康扶贫进行督
促检查， 对上述两村的卫生室建设和健康服
务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近年来， 宜章县不断加强村级医疗卫
生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基层医疗服务队伍
建设， 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着力解决
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村民看病难、 看病远
的问题， 为基层群众构筑一道守护生命健
康的防线。

标准化建设村卫生室 2020 年， 县财
政投入 200 万元， 加快 246 个行政村标准
化卫生室建设， 不断提高全县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

巩固村级卫生服务网络 为改善和保
障村卫生室运行条件， 为乡村医生提供基
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搭建更好的平台，
宜章县财政向全县 246 个行政村卫生室，
投入补助运行经费 73.8 万元， 目前， 该县
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达到 99.18%， 县域
内就诊率超过 93.7%， 基层患病初步实现
了 “小病不出村， 大病不出县” 在家门口
就医目标。

提升村级医生服务能力 近年来， 招
录村级本土化医生人数达到 73 人， 报考
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或参加全科医生转
岗培训且合格的人数分别达到 75 人和 31
人， 成为家庭医生队伍的重要成员， 进一
步提升了村级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