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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孝红) 9 月 15 日， 永
州市新田县卫健局、 县人民医院、 县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来到该县石羊镇， 开展 “‘三减’
+ ‘三健’， 健康新动力” 为主题的健康科普
宣传暨 2021 年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大型
义诊活动。

9 月第三周为减盐宣传周， 9 月 20 日为
全国爱牙日。 9 月 15 日一大早， 石羊镇集贸
市场已经热闹起来。 新田县卫健局、 疾控中
心、 石羊镇卫生院组成宣传队， 分别在卫生
院及集市流动人员集中路段， 悬挂主题横幅，
摆放宣传展板， 向村民发放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及口腔健康宣传折页， 对中老
年居民讲解普及 “减盐、 减油、 减糖、 健康
口腔、 健康体重、 健康骨骼” 知识。

在石羊镇卫生院住院楼入口的义诊咨询
服务处， 新田县人民医院积极宣传 “服务百
姓健康行动” 下基层政策， 分别有内科、 外
科、 妇科、 儿科、 疼痛科、 口腔科等科主
任、 名医专家为前来的村民进行详细看诊和
健康检查。

�� “如果不是您给我做这个远
程诊断， 我怕又要跑到县里检
查， 路费都要花掉百把元。” 9
月 15 日， 益阳市安化县乐安镇
古榕村龙大爷对村医欧阳合明
道谢。

近日， 68 岁的龙大爷因为
“感冒” 不适去村卫生室看病，
经村医首诊， 查心电图， 并传
送至安化县远程诊断中心确诊
“房颤”， 转入县级医院治疗一
周后康复回家。

一直以来， 老乡看病 “难”
的问题， 以村镇尤为突出。 龙
大爷就诊的乐安镇古榕村卫生
室的欧阳医生对老乡们看病的
“急难愁盼” 深有感触。

“对村民来说， 出门看病
成本高、 路途远， 普遍是小病

忍忍， 大病等等， 可急病一来
如山倒， 忍不了也等不了。 心
脏问题就怕来得急 、 来得猛 ，
从我这里做完心电图发送到远
程诊断中心 ， 5 分钟出结果 。
病情发现及时 ， 才能治疗及
时。” 无疑， 欧阳医生的村卫生
室与安化县远程诊断中心这种
“基层检查+上级远程诊断” 的
服务模式 ， 为破解老乡看病
“难” 打开了新局面。

2020 年 12 月以来， 安化县
卫健局先后投入 92.89 万元构
建起覆盖县乡村的三级远程诊
断中心， 目前县内所有二级以
下乡镇卫生院， 以及部分村卫
生室 ， 都通过远程诊断中心 ，
为老乡们提供县域三级综合医
院的专家诊断。 目前覆盖的项

目包括 DR、 CT 和远程心电诊
断， 村民只需要支付常规项目
费用， 不增收远程诊断费。 正
如龙大爷所说 “只花了一个心
电图的钱， 县里面的专家就给
我诊断出了结果， 很方便!”

对安化而言， 以互联网+的
形式赋能医疗健康， 无疑是解
决老乡看病 “急难愁盼” 的一
次有利尝试， 从过去远程诊疗
只能覆盖乡镇卫生院到现如今
延伸至村卫生室， 县乡村三级
远程诊疗中心让村民们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县域三级综合医院
的专家诊断。 截至 9 月 13 日，
安化县远程诊疗中心接收与传
出的 CT 数据和报告 5702 条 ，
其中危急报告 102 条。

本报通讯员 刘姝

��� 本报讯 (通讯员 舒晓东 周云) “加强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监管”、 “杜绝乱用滥
用药品 ”， 一幅幅红色的宣传横幅随风飘
扬； 现场工作人员为过往行人送上禁毒宣
传资料……这是 9 月 14 日， 笔者在怀化市
溆浦县龙潭镇政府门前看到的一幕场景。

据悉， 为加强精麻药品监管， 切实防
范精麻药品滥用及流失现象发生， 进一步
加强禁毒工作开展， 溆浦县卫生健康局携
手溆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边远的龙潭
镇政府及溆浦县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以 “加强精麻药品监管， 杜绝
药品乱用滥用”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 工作人员一边咨询答疑 ，
一边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面对面向群众宣
传有关麻醉药品、 精神类药品、 特殊药品
的基本知识， 指导群众合理安全使用精麻
药品， 并指出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危害，
消除群众认识误区。

溆浦县龙潭镇正街 34 岁的陈婷， 在工
作人员耐心讲解下， 知晓了乱用滥用精神药
品的危害性， 她深有感触地说： “不讲不晓
得， 一讲吓一跳。 我们要远离毒品， 珍爱生
命。 这样的宣传活动就是好啊!” 据统计， 仅
活动当天， 就接受群众咨询 200 余人次。

���� 湖南省儿童医院病友服务
中心紧密围绕“看病少排队、
检查少跑腿、 住院更省心、 配
药更方便、 服务更贴心”， 打造
“只跑一次， 一次办好” 智慧医
疗服务新模式， 为患者提供
“一站式” 服务， 真正打通服务
患者的“最后一公里”。 图为 9
月 14日， 医院工作人员为患者
进行检查集中预约。

通讯员 姚家琦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维善 李钟胜 蒋敏)
近日， 永州市江永县计生协会志愿者来到该
县夏层铺镇义华葡萄园基地开展爱心募捐活
动， 动员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慷慨解囊， 献
出爱心， 参加公益活动。 活动现场， 对不懂
捐款流程及如何积攒小红花让爱心翻倍的爱
心群众， 计生协会志愿者逐一予以耐心指
导。 这是该县开展 “99 公益日” 网络公益
募捐活动的一个缩影。

2021 年第 7 个 “99 公益日” 来临之际，
江永县卫健局、 计生协共同开展 “小善举·大
爱心”、 “困难家庭发展行动” 人口健康福利
基金募集公益活动。 截至 9 月 10 日， 该县
“小善举·大爱心”、 “困难家庭发展行动” 公
益项目共筹集爱心捐款 202591.95 元。

检查集中预约

������衡阳常宁市的邓宁宁， 今
年 17 岁， 本是一位花季少女，
活泼可爱， 但近一年来， 被每月
一次的痛经折磨得死去活来 ，
经期那几天更心是心惊胆战 ，
谈 “经” 色变。 无奈之下找到常
宁市中医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
师李常丽就诊， 没想到几剂中
药下去折磨了她一年的痛经开
始好转， 坚持服用 2 个疗程中药
居然痊愈， 这让邓宁宁特别高
兴， 久违的笑容又挂在脸上。

据李常丽介绍， 邓宁宁来
看病时， 脸色苍白， 腹部胀痛
剧烈， 询问得知其月经经期为
4~5 天， 血量中等， 但有血块，
舌质正常 ， 苔薄白 ， 脉细弦 。
借助 B 超等检查没发现其它异
常， 中医诊断气滞血瘀型痛经，
开中药方胶艾四物汤加减辨证
施治， 服用 7 剂后痛经明显好
转。 在 7 月 18 日再来就诊时，
月经量中等 ， 仍有少量血块 ，
但经期腹痛明显好转， 继续用
胶艾四物汤治疗， 现随访已痊
愈。

宫寒导致痛经
痛经是由于子宫内膜剥脱，

在剥脱过程中会释放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会引起子宫收缩。 如
果前列腺素释放过多， 会引起
子宫过度受损， 或不协调收缩，
这时会引起腹痛， 通常青春期
时有痛经症状者较多。 还有其
他情况， 比如有妇科炎症、 子
宫内膜炎、 宫内节育器位置等
其它疾病都会引起腹痛。

“中医认为宫寒是导致痛经
的一个最主要的病因， 寒邪凝
滞容易导致疼痛的情况出现 。
中医又将痛经辨证分为气滞血
瘀、 寒湿凝滞、 湿热瘀阻、 气
血虚弱 、 肝肾亏损五种证型 ，
邓宁宁属于气滞血瘀型。” 李常
丽说。

痛经分轻中重度
根据临床实践来看， 痛经

一般分为 3 度。
轻度： 经期或其前后小腹

疼痛明显， 伴腰部酸痛， 但能
坚持工作， 无全身症状， 有时
需要服止痛药。

中度： 经期或其前后小腹
疼痛难忍， 伴腰部酸痛、 恶心
呕吐、 四肢不温， 用止痛措施
疼痛暂缓。

重度： 经期或其前后小腹疼
痛难忍， 坐卧不宁， 严重影响
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 必须卧
床休息， 伴腰部酸痛、 面色苍
白、 冷汗淋漓、 四肢厥冷、 呕
吐腹泻， 或肛门坠胀， 采用止
痛措施无明显缓解。

艾灸热敷可治痛经
“如果痛经检查发现没有器

质性病变或额外因素， 通常建
议经前期时注意不要吃生冷食
物。 另外， 避免剧烈活动， 在
经期不要进行性生活， 因为这
些都会引起痛经。” 李常丽提醒
道。

李常丽介绍说， 得了痛经
后， 采用中医药方法治疗往往
会取得较好效果， 这个时候可
以服用中药汤剂或艾附暖宫丸
等中成药来帮助缓解宫寒的情
况； 另外， 要注意经期小腹部
的保暖工作， 利用艾灸包等中
医药治疗方法， 坚持热敷小腹
部。 平时在饮食上多注意吃些
热性的食物如羊肉、 韭菜、 生
葱等， 可以有效预防或缓解痛
经。

常宁市中医医院 彭小绿

痛经难受，中医帮您来缓解

智慧医疗服务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