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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黄莎) 1 月
21 日， “中国—巴基斯坦中医
药合作中心” 正式启动。 仪式
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会场分
别设在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和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

据介绍， 去年 12 月， 经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 ， “中
国—巴基斯坦中医药合作中心”
落户怀化， 并在中国湖南医药
学院和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分
别建设 “中国—巴基斯坦中医
药合作中心”。 双方将通过中心

条件建设、 项目研究、 中药国
际注册、 学术交流、 人才培养
等措施， 打造以中药产品国际
注册为导向 ， 融合医疗保健 、
教育培训、 科学研究、 产业合
作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中医药
国际合作中心。

中医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宝贵财富。 怀化素有 “药
材之乡” 的美誉， 位于怀化的
湖南医药学院， 是武陵山片区
唯一独立设置的医学本科院校，
拥有 “侗医药研究” “中药合

成生物学” “新型抗体药物及
其运输系统” 等多个省级重点
实验室， 在中医药领域的研究
成绩显著。 近年来， 怀化将中
医药产业作为特色主导产业培
育， 正在向千亿产业集群迈进，
目前已较好实现了中医药产业
特色、 集聚、 高端、 融合发展。
“中国—巴基斯坦中医药合作中
心” 的启动， 将有利于促进中
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和中医药服
务贸易发展， 深化中巴传统友
谊。

中国———巴基斯坦中医药合作中心启动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圣） 春节临近， 外
出务工人员陆续返乡， 岳阳临湘市疾控中
心积极部署， 采取 24 小时不间断开展核酸
检测工作措施， 并于 1 月 22 日进行了 PCR
实验室 24 小时核酸检测演练。

这次演练的核酸采集范围是市直卫生医
疗单位和镇 （中心） 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在职人员， 以及部分民营医院的医护
人员。 各医疗点采样人员在采集样品后， 按
生物安全样品的运送要求送至临湘市疾控中
心实验室进行检测。 整个核酸检测演练过程
环环相扣、 严谨细致、 有条不紊。

������本报讯 （通讯员 夏雄飞）
近日， 湖南省村 （社区） “两
委”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了 《关于印发省村 （社区）
“两委” 换届工作督查指导组组
成人员名单及三个工作提示的
通知 》。 文件将 “抓好村 （社

区） 计生协建设” 列入 “关于
加强村级配套组织建设的提示”
内容。

文件明确要求， 村 （社区）
应按照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章
程》 要求建立计生协。 计生协
届期满 3 年的要及时做好换届
选举工作， 推举热心计划生育
工作、 德高望重的同志担任会
长， 依章聘任妇联主席为秘书
长。 依托 “人口文化活动服务
中心” 等办公场所， 建设基层
计生协 “会员之家 ”。 文件明
确， 省级设立 4 个省村 （社区）

“两委” 换届工作督查指导组，
采取分片负责、 条块结合、 巡
回指导等方式进行督导， 推动
工作落实。

通知要求， 各市州、 县市
区计生协对此要高度重视， 认
真贯彻文件精神， 进一步建立
健全并完善村级计生协组织 ，
配齐配强会长 、 常务副会长 、
秘书长等人选， 优化理事会结
构， 充分发挥计生协在参与乡
村振兴、 基层社会治理、 健康
湖南建设等工作中的生力军作
用。

为了丰富患者的住院生
活， 促进身体康复， 常德市
第一中医医院多个科室医护
人员每天与患者一起共同集
中练习“八段锦” 健身操。
图为该院血液肿瘤科医护人
员带领患者练习“八段锦”。

通讯员 贺科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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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曾令金 康新荣） 1 月
15 日， 娄底市新化县召开儿童先天性心脏
病免费筛查项目启动会议， 全面部署全县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免费筛查和治疗救助
工作。 据悉， 今年， 湖南省儿童医院将为
该县所有 0-18 岁儿童开展先天性心脏病免
费筛查。

湖南省儿童医院院长赵卫华表示， 该
院将对确诊且符合免费救治条件的患儿 ，
实行免费救治； 对不符合免费救治条件的
困难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将在慈善公
益基金中给予 5000-20000 元救助金 。 当
天， 该院专家团队为新化思源实验学校 850
余名小学生， 开展了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免
费筛查， 筛查出心脏异常学生 34 名。

近年来， 新化县秉承健康从娃娃抓起
的理念 ， 先后启动免费孕前遗传病检查 、
孕中期产前筛查、 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
检测、 儿童免费先心病筛查与救治、 贫困
家庭国奶扶贫等有效干预孕婴幼儿健康的
民生实事项目， 为最大限度降低遗传疾病
这一健康元素的影响、 做好出生缺陷综合
防控、 确保孕婴幼儿健康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 彭婷 黄娟
田瑜) “爷爷， 最近有没有去
过外地？” “家里有从外地回乡
的吗？” 1 月 25 日， 在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无码绿
色通道入口， 该院值班护士正
耐心询问从永顺芙蓉镇前来看
病的徐爷爷。 为解决老年人就
医 “痛点” “难点”， 该院推出
一系列举措， 旨在为老年人提
供更周全 、 更贴心 、 更直接 、
更温馨的便利化就医体验。

为方便老年人出入医院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
院在全院每个预检分诊点设置
无码绿色通道， 配备导医、 志
愿者、 安保等人员， 帮助老年
人进行健康码查询操作； 协助
没有手机、 确实无法提供健康
码的老年人， 通过人工填写流

调表等方式完成流行病学史调
查， 缩短老年人在诊区外等候
时间。

“我手臂有点疼痛， 应该挂
什么号 ？ 我不会使用那个机
器。” 80 岁的张奶奶在门诊一楼
专职自助机引导员的帮助下 ，
顺利办好了挂号手续。 据门诊
办主任蒋勇介绍， 门诊均保留
了人工挂号服务收费窗口， 设
立老年人优先窗口， 针对老年
患者较多的科室， 预留了一定
比例的现场号源， 同时根据实
际情况， 坐诊医生可临时加号，
不让老年患者空跑； 开通了电
话预约服务， 同步在一站式服
务中心设有预约窗口； 微信挂
号个人设置中可添加 5 人， 方
便子女代为老年人预约挂号和
缴费。 除了人文关怀， 该院在

老年人专用设施方面也是猛下
“狠功夫”， 除了在院内多处放
置共享轮椅可供租借外， 还在
门诊楼层卫生间设有无障碍卫
生间， 服务台配备老花镜， 为
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便利之需。

“一体多病是老年病的最大
特点， 大部分老年人患有两种
或以上疾病， 这使老年疾病更
加复杂。” 老年病科石翔介绍：
“通过一科室看多种疾病， 以多
病同管、 多重用药共管的诊疗
方式， 一站式为老年人制定个
体化保健 、 预防及治疗方案 ，
并给予综合性诊疗， 减少老年
人去多个科室就诊的麻烦， 给
予老年人极大的就医便利。 事
无巨细， 坚持做到健康指导到
位、 服务态度到位、 全程服务
到位。”

�����本报讯 （通讯员 许红亮） 1 月 26 日， 永
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印发 《关于
做好老年人看病就医便利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医疗机构切实解决好老年人在运用
智能技术看病就医等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难，
提供医疗便利服务。

《通知》 要求医院入口设立 “健康码”
无障碍专属通道， 配备工作人员、 志愿者等，
对于不使用、 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或没有智能
手机、 确实无法提供健康码的的老年群体，
采取查验身份证、 户口簿或亲友一人手机绑
定多个 “健康码” 替代措施， 通过填写问询
表等方式进行人工查验登记， 缩短老年人在
诊区外等候时间。 院内各类服务窗口挂牌设
立 “老年人优先就诊窗口”， 门诊大厅设立
“老人爱心岗”， 配备导医、 志愿者等人员，
为老年人提供寻医就诊引导服务， 让老年人
少跑腿， 着实改善老年人就诊无忧体检。 在
门诊、 住院病区配备一些针对伤残、 智残、
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等特殊老年人群使用的轮
椅、 拐杖、 老花镜、 助听器、 雨伞， 厕所内
设有肢体伤残、 行动受限老年人使用的扶手、
坐便椅等无障碍辅助用品， 方便特殊老年人
院内行动不受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