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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徐兆鸿
刘楚) 4 月 25 日， 益阳市南县
茅草街镇新城村村部人来人
往， 热闹非凡， 南县卫生健康
系统在此组织 “学党史， 我为
群众办实事” 公卫体检及血吸
虫病查治主题活动。

南县地处洞庭湖畔， 是血
吸虫病的主要疫区之一。 为了
完成国家实施的 2025 年湖南
血吸虫病流行区基本消灭血吸
虫病这一战略任务， 消除群众

疾苦， 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 在市、 县
两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安
排下， 今年 4 月， 南县血吸虫
病专科医院决定联合各乡镇卫
生院， 在全县开展一次为期两
个月的全覆盖的公卫体检及血
吸虫病查治活动。 该院抽调了
26 名各科医务人员 ， 分成 8
组 ， 奔赴全县各乡镇街道共
138 个行政村， 为广大村民开
展血尿常规、 肝肾功能、 血糖

等查治服务， 同时进行健康宣
传教育。 对现场检出的血吸虫
病阳性患者， 根据患者身体状
况及国家有关血吸虫病防治条
例， 予以发药治疗。

参加本次服务活动的医护
人员不顾连日阴雨， 奔走于各
个乡村， 认真接待着每一位前
来体检治疗的村民。 据初步统
计， 到目前为止， 接受体检村
民已达 2.58 万人次， 现场发药
治疗 1.3 万余人。

��������4 月 23 日， 长沙市岳麓区
望月湖街道公共服务办、 社工
站联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望月湖中心公园开展了以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为主题
的第 33 个爱国卫生月暨“邻里
公益日” 主题宣传活动。 图为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员志
愿者为居民义诊。

通讯员 陈利君 邓蓝蓝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梅 黄菊华) 近日， 娄底
市卫生健康委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了全
市肿瘤随访登记培训班。 湖南省肿瘤防治研究
办公室副主任医师许可葵、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
学博士李灿等专家就如何做好肿瘤随访登记工
作、 肿瘤编码、 审核软件的使用等进行了授
课， 全市 5 个县市区、 娄底经济开发区社会事
务管理局、 市直相关医疗卫生单位近 60 人参
加了培训。

会上强调， 各地要按 《娄底市肿瘤随访登
记实施方案》 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提升肿瘤登
记数据质量， 为分析全市肿瘤发病死亡情况及
年度变化趋势提供数据支撑， 为政府制定癌症
防控策略、 评价癌症防控措施提供可靠依据。

������近日， 10 岁的洋洋 （化名） 在妈妈的带
领下， 高高兴兴来到邵东市人民医院脊柱手外
科， 将一面写着 “仁心仁术妙手回春” 的锦旗
送到医务人员的手中。 洋洋还不忘举起左手，
做出 “V” 形状的剪刀手， 向医生叔叔、 护士
阿姨展示手指的灵活如初。

前不久， 家住邵东市两市塘镇的洋洋在家
中玩耍时， 左手腕突然被刀完全割断， 仅少许
皮肤相连， 家人急忙将他送到邵东市人民医院
救治。

手腕离断， 出血量大， 洋洋危在旦夕， 该
院领导高度重视， 立即开通绿色通道， 组织救
治。 该院脊柱手外科主任容立新、 刘松斌、 李
昭立即从家中赶来， 商讨手术方案。

由于洋洋年纪小， 血管和神经非常细， 断
腕再植存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不接 “活” 断
腕， 洋洋从此将会少一个手掌， 生活将极不方
便。 为了洋洋后半生的幸福着想， 有着丰富的
断指再植手术经验的容立新、 刘松斌决定接
“活” 断腕。 经过精心准备， 容立新、 刘松斌、
李昭三位医生在显微镜下首先将洋洋的腕骨固
定好， 修复断肌腱， 再将血管、 神经一根一根
缝合好。 经过 4 个多小时的奋战， 手术圆满完
成， 洋洋的断腕再植成功， 术后手指恢复血
运， 开始恢复知觉。

成功的手术离不开术后的治疗和护理， 在
科室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 照料下， 洋洋先后
闯过了血管危象、 感染等众多关口。 如今洋洋
的左手腕部已经拆除了缝线， 血液畅通， 色泽
红润， 目前可以顺利穿衣、 吃饭， 做各种游
戏， 这一切证明洋洋的左手掌术后恢复满意，
洋洋的左手终于保住了。

通讯员 刘金春

为居民义诊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海峰) 4 月 16 日， 常宁
市召开 2021 年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推进会，
通报全市 29 个新冠疫苗接种单位工作准备开
展情况， 对下一步常宁市疫苗接种工作再安
排、 再部署。

会议要求 ， 规范设置疫苗接种点标牌 ，
按照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和规范要求， 明确接
种单位和人员资质， 接种点设置、 接种流程、
房屋功能分区、 特别接种后留观 30 分钟提示
要醒目； 加强宣传， 多方式宣传新冠疫苗相
关知识； 严格督查， 进一步规范新冠疫苗接
种点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康花曹
鹰） 4 月 15 日，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团委青年志
愿服务队， 走进溶江中学开展
“学党史， 办实事， 急救知识进
校园” 实践活动， 为 120 余名
师生开展现场急救知识培训。

培训中， 青年志愿服务队
医护人员结合实际案例， 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常用的急

救知识， 提醒大家学好急救知
识的重要性。 医护人员运用医
用教学模型， 现场演示心肺复
苏术急救技术， 手把手传授急
救操作方法， 一对一指导师生
在模型上徒手完成心肺复苏 ，
让现场师生熟练掌握急救技能
和操作方法。 急救知识培训，
提升了师生们健康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 有趣、 实用的培训

内容， 深受师生们喜爱。
近年来， 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人民医院把 “急救知识
进校园” 作为该院志愿服务活
动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年
组织开展近 20 次， 直接服务
师生 3000 多人 。 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 该院青年志愿服
务队医护人员已深入校园开展
类似活动 2 次。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消
息 4 月 27 日， 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九部委印发 《2021 年纠正
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
正之风工作要点》， 持续纠治
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的
不正之风， 全面弘扬伟大抗疫
精神， 推动卫生健康行业作风
建设再上新台阶。

文件指出： 一、 坚决维护
疫苗接种工作顺利实施。 二、 打
击核酸检测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三、 深入开展定点医疗机构规范
使用医保基金专项治理。 四、 持
续整治收受 “红包” 等医疗乱
象。 五、 保持打击 “回扣” 行为
高压态势。 六、 坚决纠正扰乱医
疗服务领域行业秩序行为。 七、

全面构建 “亲清” 型廉洁规范的
医商关系。 八、 加大不正之风案
件联合惩戒力度。 九、 高位引领
推动纠风工作落地见效。 十、 进
一步完善行风管理制度。 以现行
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为依据， 制
定贯彻落实 “九不准” 升级版的
具体办法， 确保政策层层细化、
落地见效。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琳 晏
小卉 向纯） “病房装修之后，
感觉就是不一样 ， 光亮 、 通
透， 再加上这些 ‘妹子’ 服务
态度好 ， 州民族中医院真不
错。” 4 月 26 日， 在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肿瘤
科病房 ， 杨奶奶笑容满面地
说， 以前选择到该院看病， 主
要是因为服务态度温馨、 医疗
效果好， 现在新装修的病房，
更增强了自己的就医体验。

近年来， 该院抢抓国家重
视中医药民族医药发展的机
遇， 创新 “一体两翼、 一院两
制、 三医联动、 四个精准” 的
发展思路 ， 着力基础设施建
设、 人才队伍建设、 学科建设
等， 发展迅速。 医院临床科室
不断完善壮大， 医疗梯队逐步
成熟， 为促进科室学科建设与
发展， 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与服
务能力， 更好地满足广大患者
的就诊需求， 对老住院楼进行

整体装修， 改善住院环境。
肿瘤科、 肝病科是该院的

特色科室， 其中肝病科是国家级
重点专科， 中医药民族医药特色
优势十分明显， 美中不足的是病
房较旧， 住院环境不是太好。 今
年 3月份以来， 该院党委将肿瘤
科、 肝病科新病房搬迁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
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推进，
着力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解
决科室发展的难题。

九部委联合印发通知要求：

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