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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今日本报 04版《“三高”科室，一干 35年》

�����本报讯 （健闻录） 3 月 22 日 ，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
发布消息， 2021 年在前期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全国学生近视监测与干
预项目， 要求 183 个首批全国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试点区县
要全部纳入， 近视监测力争实现区
县全覆盖。 在做好监测的同时， 指
导各地开展六大专项行动， 采取针
对性干预措施。

一是专家进校园行动。 定期到
学校对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进行技
术指导， 开展新冠肺炎等传染病、
近视、 肥胖和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
常见病防控知识和技能宣讲， 对学
校校医、 保健老师、 健康教育人员、
体育教师、 后勤和餐饮相关人员进
行培训， 提高其业务知识技能水平。

二是学校卫生标准普及行动。

对教育行政领导、 学校校长、 学校
校医、 教师和后勤管理采买人员进
行学校卫生标准的宣贯， 2021 年重
点对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
控卫生要求》 进行宣贯， 将学校卫
生标准融合到学校卫生管理制度中，
指导学校落实相关学校卫生标准。

三是中小学生健康月活动。 每
学期开展中小学生健康月活动， 把
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作为工作重点，
因地制宜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
育活动， 使儿童青少年掌握手卫生
习惯、 咳嗽礼仪、 正确佩戴口罩、
科学用眼、 合理作息、 足量运动、
良好姿势、 均衡膳食、 口腔卫生习
惯等知识和技能， 培养学生自主自
律的健康意识和行为。

四是学校教学生活环境改善行
动。 督促学校改善教学、 饮水、 食

堂、 厕所、 宿舍等环境卫生状况，
落实学校卫生各项制度， 加强学校
传染病报告、 晨午检、 因病缺课/休
学登记和追踪随访等工作、 改善学
校视觉环境， 提高课桌椅符合率，
降低近视、 肥胖和脊柱弯曲异常等
学生常见病的发生风险。

五是健康父母行动。 促进家长
重视学生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治工作，
掌握传染病、 近视、 肥胖、 龋病、
脊柱弯曲异常等常见病的防控知识
和技能。 培养孩子良好的卫生行为
习惯， 引导孩子进行户外活动或体
育锻炼， 保证足量体力活动时间，
养成终身锻炼习惯。

六是重点人群关爱行动。 针对
监测新发现的近视、 肥胖、 龋病、
脊柱弯曲异常等重点人群， 提出针
对性指导意见， 加强个性化管理和

指导， 降低危害。
据悉， 自 2016 年以来， 在中央

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下， 国家卫
生健康委疾控局开展了学生肥胖、
脊柱弯曲异常、 龋齿、 营养不良等
全国学生常见病及行为影响因素监
测。 2018 年以来重点加强学生近视
监测和干预， 干预范围覆盖所有地
市， 针对监测学生存在的主要健康
问题， 通过干预行动进学校开展技
术指导， 全面推广近视防控试点地
区有效干预方法， 以点带面， 保障
和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 （相关知
识详见今日 03版）

全国学生近视监测与干预项目
六大专项行动推动

�������本报讯 （通讯员 谭宁） 3 月 21 日上
午， 在株洲市中心血站机采室， 奥的斯
机电电梯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员工龚仕
民完成了自己的第 200 次献血， 成为了株
洲市第 2 位献血 200 次献血者。

“献血已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只
要有患者需要， 我会一直献下去。” 献血
时， 龚仕民说道。 从 2004 年以来， 龚仕
民参与无偿献血 200 次， 曾荣获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 4 次、 银奖 2 次。

1980 年， 龚仕民出生在株洲一个山
清水秀的小村庄。 2000 年底， 他从部队
退伍后南下深圳， 成为了一名电梯技工。
怀着感恩之心， 龚仕民开始了献血人生。
2004 年冬天， 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献
血， 从此常年不辍。

2019 年 7 月， 龚仕民从深圳回到家
乡株洲定居。 一个月后， 他便来到株洲
市中心血站参加无偿献血。 一年多的时
间里， 龚仕民共参加献血 32 次， 其中献
全血 1 次、 300 毫升， 机采 31 次、 共 40
治疗量。

在捐献热血的同时， 龚仕民还主动加
入株洲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大队， 每
到休息日， 他便来到献血点参加志愿服
务。 2020 年 5 月， 株洲市无偿献血志愿
者服务大队改选新一届队干， 龚仕民当
选大队培训分队队长。

�������袁淑珍， 常德市
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
主任医师， 常德市妇
产科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 湖南省促进自
然分娩协会委员、 湖
南省产科重大疾病救
治委员、 常德市围产
医学会副主委。

袁淑珍
妇产科专家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详见 04版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罗佳艺 肖涛 陈思雨） 3 月 24 日
是第 26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
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 “终结结
核流行 自由健康呼吸”。 湖南省
卫生健康委、 省教育厅等相关单
位透露， 在过去的 5 年中， 湖南
共发现并成功治疗结核病患者
25.7 万 例 ， 成 功 治 疗 率 达 到
96%； 近年来通过实施学校结核
病 “日巡查、 周报告” 制度和预

警追踪制度， 有效防范了聚集性
疫情的发生。

据悉， 过去 5 年， 全省通过
深入调研、 试点探索、 整体谋划、
系统重塑， 实现了结核病防治综
合治理、 预防控制、 医疗救治、
质量保障等体系和能力的全面提
升。 在过去 5 年中， 全省共发现
并成功治疗结核病患者 25.7万例，
成功治疗率达到 96%； 结核病防
治服务体系建设 “防、 治、 管”

三线全面提升， 全省结核病诊疗
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实现了向标
准化、 规范化、 同质化方向的跨
越式发展； 建成了由学校负主责，
教育、 卫生健康齐抓共管、 严抓
严管的学校结核病防控长效机制，
并自 2019 年起， 将糖尿病患者、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肺结核筛
查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着重加强了对学生、 老年人群等
重点人群的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