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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长沙县青山铺镇推行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对全镇所有低
保户、 五保户、 残疾人、 重性精神
性疾病患者、 肺结核患者及计生奖
扶对象等免费签约。 图为近日镇卫
健办、 镇计生协、 镇卫生院组织医
务人员， 上门为签约对象测量血压。

通讯员 吴淼 摄影报道

家庭医生签约上门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4 月
2 日 18 时 30 分， 当湘潭市第一
人民医院在湖南工程学院主校区
“方舱接种点” 完成第 29885 位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时， 副院长成
沛玉宣布首次接种正式闭舱， 感
谢大家 6 天来的辛勤付出， 顺利
完成湖南工程学院北院和南院、
湖南理工职院、 湘电集团等多家
单位的免费接种工作。

该院感控科科长钟茹、 护理
部副主任尹姣等脸上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 在场的 98 名医护人员
如释重负， 自发地相拥跳跃， 互
道鼓励与祝贺， 喜悦的泪水夺眶
而出， 一齐跃上 “方舱接种点”
主席台合影留念。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了安
全、 高效、 有序地完成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 专门成立领导小
组， 下设现场布置、 接种协调、
接种人员 、 医护保障 、 设备采
购、 网络维护、 后勤供给、 防护

消毒 、 现场保洁 、 宣传报道等
10 个工作小组， 购置了 AEF 除
颤仪、 医用冷藏冰箱、 接种用注
射器、 75%酒精、 锐器盒等设施
设备； 在现场设置了候种区、 预
检区 、 接种区 、 留观区 、 急救
区， 确保接种有条不紊； 备有急
救医师、 巡回和急救保障护士、
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 除颤仪
等， 120 急救车与医院急诊科无
障碍对接， 确保接种人员安全。

在湖南工程学院主校区设立
的方舱临时接种点， 共有左中右
三个区域， 设有 20 个工作台和
通道， 可同时为 20 人进行接种。
每天安排百余名医护人员在现场
服务， 从早上 7 时到下午 8 时，
工作时间为 13 个多小时， 中午
和晚餐无休息， 全员在现场吃盒
饭。 负责接种的护理人员， 都是
经过 “新冠疫苗接种” 培训与考
核的专业人员， 持证上岗。 他们
都是从临床科室 “挤” 出来的，

有的是在完成医院本职接种工作
后， 赶来 “加班” 当志愿者的，
她们为了少上厕所， 连水都不敢
多喝。

成沛玉介绍， 自 3 月 28 日
启动疫苗接种后 ， “方舱接种
点” 党旗飘扬， 共产党员模范带
头讲奉献， 全体参与人员克服困
难 ， 每天准点到场 。 为了赶时
间， 医护人员有的早上 5 时多就
起床、 晚上 11 时才回家， 即便
双休日也是如此。 在这批方舱工
作人员中， 二孩妈妈卢军， 刚满
两岁的小女儿高烧不退， 一夜未
眠的女儿早上抱着妈妈的脖子不
肯松手， 担心妈妈 “不要她 ”，
埋怨妈妈不陪她， 可卢军没有因
此影响接种工作， 每天与大家一
同早出晚归。 现场总指挥钟茹，
随时都要解决来自各方面的问
题， 每天坚持在现场工作不少于
14 小时， 总是第一个到、 最后
一个走。

������本报讯 (通讯员 黄桂山 邓
丹华) “用身份证在避孕药具智
能机轻轻一刷， 就可以领取到免
费避孕药具， 轻松操作， 获取方
便， 这样人性化的服务真好!” 4
月 5 日， 湖北的陈先生陪家人到
郴州访亲， 在高铁站候车期间，

母婴室 “湖南药具” 志愿者引导
他用身份证刷取国家免费避孕药
具后高兴地说。

今年 1 月， 郴州市北湖区分
别在郴州高铁西站、 步步高商场
中影数字国际影城安装免费药具
自助发放机， 让免费药具自助发
放机进高铁站 、 进电影院 。 目
前， 全区共有 26 台免费药具自
助发放机。

近年来， 为满足广大育龄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北湖区卫

生健康局、 计生协针对流动人口
多、 人员密度大等场所， 设立安
装免费药具自助发放机。 通过依
托药具自助发放机为载体， 不断
拓展药具自助发放服务新领域，
进一步完善国家免费避孕药具发
放网络， 为传播避孕节育、 生殖
健康、 疾病预防知识搭建新的宣
传服务平台， 为人民群众多渠道
享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健
康生活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成为
“互联网+药具” 服务的主力军。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让定 向纯) 3 月
30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
院开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
党史学习教育 “学史明理” 专题学习研
讨。 医院 8 名领导班子成员、 10 名党支
部书记、 20 名支委委员先后到吉首市大
坡公园 (烈士陵园 )、 州博物馆等地， 开
展现场学习， 了解湘西本土党史， 瞻仰
革命烈士纪念碑， 重温入党誓词， 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

活动结束后， 该院领导班子成员以
及各支部书记到医院会议室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 “学史明理” 专题学习研讨。 医
院党委书记彭云以 “从百年党史中悟原
理求真理” 为题上专题党课， 从深入学
习 “学史明理 ” 丰富内涵 ， 提高 “能 ”
“行” “好” 的思想认识； 认真领悟百年
党史蕴含的原理真理， 提升理论武装头
脑的能力； 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新发展
理念， 增强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等三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超辉) 近
日， 从北京传来消息，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发布了 《关于通报表扬
中医药系统 2018-2020 年改善医
疗服务先进典型的通知》， 衡阳常
宁市中医医院骨伤二科和内一科
主任、 主任医师胡美菊分别被评
为先进典型科室和先进典型个人。

为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
用， 推动全国中医药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更加积极投身改善医疗服
务工作中，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
公室从改善医疗服务的 5 项制度
和 12 项创新举措等 17 个方面，
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等
186 家医院、 常宁市中医医院骨

伤二科等 197 个科室、 常宁市中
医医院胡美菊等 185 名个人予以
通报表扬。 胡美菊被评为 “以病
人为中心 ， 推广多学科诊疗模
式” 先进典型个人， 该院骨伤二
科被评为 “以提供优质高效中医
院服务为核心， 实施 ‘方便看中
医’ 行动” 先进典型科室。

������本报讯 (通讯员 童文贵 袁益华) 3 月
30 日， 娄底市妇幼保健院妇幼健康科普
宣讲比赛男性专场在该院举行。 娄底市卫
生健康委宣传科科长张东红现场指导并担
任专业评委， 院长朱华江致开幕词。

来自临床、 医技部门的 15 名参赛选
手， 结合自身专业实际， 用饱满的热情、
通俗的语言、 精美的 PPT、 生动的肢体语
言为现场观众奉上了 “那个被遗忘的角
落-药驾 ” “孩子说话那点事” “儿童哮
喘知多少” “分娩镇痛” 等科普知识盛
宴。 最终， 经过近 3 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来自药剂科的张卿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儿保科周栋、 急诊科主任贺元锋获二等
奖， 遗传实验室李泽阳、 检验科陈名湖、
麻醉科王诗雨获得三等奖。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方舱接种点”

免费接种新冠疫苗近 3万人

������本报讯 (通讯员 文有定 熊丽辉 )
“吴姨， 我是叶子， 还记得我吗？ 近来我
因临产常有些腰酸背痛， 看到你转到网格
群里的缓解办法尝试了一下， 还真有效，
谢谢你们！” 日前， 益阳市桃江县浮邱山
乡人形山村的村计生协会秘书长吴女士收
到这样一条短信。

3 月下旬以来， 益阳市桃江县计生
协与县妇幼保健院商议， 组织专业人员采
编一些比较适用的优生优育、 家庭急救、
健康素养等科普知识， 诸如 “公民健康素
养 66 条”、 “妇幼健康素养 55 条”、 “家
庭急救小常识”、 “怎样让宝宝更聪明”
等等， 利用微信群由县乡村计生协组织逐
级推送的方法， 转发至全县各网格群直至
重点目标人群。

这次以推送优生优育知识为主的网上
科普知识传送服务活动， 主要是针对农村
地区的健康科普 “短板”， 发挥计生协的
组织网络优势和妇幼保健部门的技术优
势， 重点考量普及推广优生优育知识与农
村家庭健康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