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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朝晖 龙
利君 王一枝) 近日， 湖南省卫
健委、 省教育厅 、 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 省 体 育 局 联 合 印 发
《湖南省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试
点工作方案 》 (以下简称 《方
案》)，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营养与
健康学校建设试点工作。

《方案》 明确， 营养与健康
学校建设试点工作从 2022 年开
始， 到 2025 年底结束。 每市州
每年建设 4-10 所营养与健康学
校， 涵盖城乡小学 、 初中 、 高
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等四类学校，
到 2023 年底覆盖到所有县市

区， 到 2025 年底全省营养与健
康学校力争达到 400 所。

《方案》 要求， 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切实担当营养与健康
学校建设工作的牵头组织和技
术支撑责任； 教育部门要指导
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开展营养与
健康学校创建 ； 市场监管部门
要加强对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
单位的食品安全监管 ； 体育部
门要强化对科学运动理念和健
身方法的宣传 ， 培养青少年运
动健身习惯。 要加强营养与健
康学校建设和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深度融合 ， 加强卫生健康 、

教育、 市场监管 、 体育等部门
高效协同， 定期研究解决建设
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积极推动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
试点工作。 各地要将营养与健
康学校建设试点工作作为落实
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重要考核
评价指标， 科学筹划 、 严密组
织， 强化业务指导 ， 加强动态
管理， 压实创建学校主体责任，
认真做好过程评估和健康促进
效果评价。 四部门将根据部门
职责， 把建设试点工作情况纳
入本部门对各市州的年度绩效
考核事项。

���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小敏) 2 月 22 日，
衡阳县妇幼保健院举行 “湖南省妇幼生殖
专科联盟医院” 签约暨授牌仪式。 双方代
表签订 《湖南省妇幼生殖专科联盟协议》。
通过 “湖南省妇幼生殖专科联盟” 平台，
双方将在专科发展、 学科建设、 人才培
养、 技术帮扶、 双向转诊等方面开展合
作， 进一步提升全省妇幼健康服务能力。

签约仪式结束后， 湖南省妇幼保健专
家一行分批到衡阳县妇幼保健院各科室进
行了面对面技术指导、 不孕不育专科义诊
和学术讲座， 双方还进行了联盟合作建设
座谈， 对衡阳县妇幼保健院基本情况及学
科建设情况进行交流， 并共商共建湖南省
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和生殖联盟。

��� 张家界市慈利县卫生健康局组织
各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进村入户，
广泛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让群众足不出户享受到良好的健康
服务。 图为近日， 该县洞溪乡卫生
院医护人员入户为群众开展身体健
康检查。 通讯员 王健 摄影报道

���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超 ) 2 月 19 日 ，
长沙县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王志东及
其团队在放射科主任王诗斌的配合下， 成
功为 1 名肺癌患者实施冷冻消融治疗， 手
术过程顺利，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患者陈大爷于 2020 年 12 月被确诊为
肺腺癌， 由于已是肿瘤晚期， 错失了手术
治疗的最佳机会， 陈大爷一边积极进行免
疫疗法和靶向治疗， 一边寻找更佳的治疗
方案。 王志东在对病情进行详细分析， 邀
请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 决定为其实施冷
冻消融治疗， 术前通过 CT 影像辅助， 准
确定位病灶位置， 消融针在 CT 引导下准
确地穿入癌瘤组织， 将癌瘤组织冷却至-
195.6℃， 在癌细胞内迅速降温， 形成细
胞内冰晶， 导致组织内肿瘤细胞脱水和破
裂， 并破坏肿瘤内小血管而致缺氧。 死亡
的肿瘤组织可作为抗原， 促进机体发生抗
肿瘤免疫反应。

王志东介绍， 肿瘤局部冷冻消融技
术， 能快速消灭局部病灶， 与传统手术相
比， 它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并发症率。

��� 本报讯 (通讯员 肖荡 ) 当
前， 国内多地出现多源输入、 多
点并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益阳沅
江市扎实做好 “五个导” (即宣
传引导、 文明劝导、 心理疏导、
专业指导、 执法督导 )， 拧紧复
工复学期间疫情防控 “安全阀”。

宣传引导营造热度 沅江市
线上线下全方位发声， 利用村村
响、 电视、 微信、 APP、 短视频
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资源， 线上
高频推送播发通知通告、 防疫科
普等， 线下同步开展进校园、 进
企业、 签订责任状等防疫宣讲活
动， 保持群众对疫情防控的关注
“热度”。 目前， 已累计发布短视
频 5 个， 推送公告提示防疫科普
45 条， 开展进校园、 进企业宣
传活动 3 次。

文明劝导把握尺度 在学校、
企业、 商超、 车站码头等重点场
所， 沅江市通过免费发放口罩、
测量体温等方式 ， 柔性劝导群

众做好公共场所防疫措施 ， 并
提 醒 相 关 负 责 人 严 格 落 实 扫
“两码” 和测体温工作。 积极消
除 “一老一小 ” 群体的接种恐
惧， 组织防疫专干下沉到各养
老机构 、 幼儿园宣讲疫苗接种
知识， 扫清接种 “盲点”， 提高
接种率。

心理疏导讲究温度 该市开
通 24 小时咨询热线 2 条， 安排
专人为复工复学人员提供防疫
措施咨询 、 健康码异常处理等
服务 ， 同步为集中隔离和居家
健康监测人员提供代购、 代送、
代办等亲情化服务 ， “非接触
式” 传递家乡的温情。 全市 87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通过电话
或微信祝福 、 书信解压等方式
对开学综合征和 “后疫情 ” 心
理综合征进行点对点疏导。 1 月
份以来， 累计播发电话、 微信、
书信 2696 次， 接听咨询电话达
1 万余次， 单日单线最大咨询量

达 200 余人次。
专业指导形成制度 针对复

工复产复学重要时段制定上门指
导方案， 沅江市成立由 10 名专
家组成的医院感染质量控制小
组， 加强进口冷链、 快递、 复工
企业、 学校、 监管场所等重点行
业与重点地区常态化防控指导，
规范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工作
人员培训上岗制度， 筑牢专业化
疫情防线。 目前， 全市复工复产
企业 、 复学复课学校 (幼儿园 )
已做到现场指导全覆盖， 复工复
学平稳有序。

执法督导强化力度 沅江市级
成立联合督查组对重点工作、 重
要环节、 重点部位开展日常化督
查， 各镇 (街道、 中心) 和市直
有关单位对医疗机构、 学校、 企
业 、 商超 、 车站码头等公共场
所 ， 全面开展疫情防控执法检
查 ，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查
处、 曝光并进行 “回头看”。

湖南 4年将建营养与健康学校 400所

健康服务进万家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超辉 ）
近日，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通报
中医药重点研究室验收结果， 常
宁市中医医院承担的詹氏正骨工
作室建设任务被评为优秀。

据了解， 詹氏正骨重点研究
室于 2016 年 4 月立项， 经近几
年的不断努力， 常宁市中医医院
建成并完善了詹氏正骨重点研究
室示诊室、 示教室、 资料室、 展
览室； 出版发行了 《正骨拾遗-

肖运生骨伤科临床经验集》 《实
用中医骨伤科学》 以及 《南詹正
骨传承与创新 》 等 3 部学术著
作； 获得了 2 个湖南省中医药科
技奖三等奖； 发表了 47 篇国家
级医学论文， 其中 12 篇学术论
文分别获得省市自然科学优秀
学术论文 ， 四项专长绝技入选
湖南省首批十八项中医药专长
绝技名单， 2016 年 10 月南詹正
骨疗法还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

布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 ， 并入选湖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 。 目前 ，
作为湖南省中医正骨 “南詹北
张” 两大主流派之一的南詹正
骨疗法 ， 正以常宁市中医医院
为传承基地 ， 医疗服务辐射到
华南大地 ， 其传承人不断科研
攻关 ， 守正创新 ， 努力提高解
决临床问题能力和水平 ， 为人
民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建平 李明幸 )
“感谢石门县医保局把我纳入特殊病门诊
对象， 以后有医保报销， 看病拿药不再困
难了。” 2 月 22 日， 现年 68 岁的常德市
石门县楚江街道老西门社区居民李大伯对
社区工作人员感激地说。 与李大伯一样，
石门县医保局春节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
特殊门诊专家评审会， 2 天内集中对 812
份特殊门诊申请对象进行了认真评审， 其
中有 690 份评审合格， 成为今年第一批享
受特殊门诊基本医疗待遇对象。

近年来， 石门县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
人数保持较快增长、 统筹基金支出持续增
加， 为切实保障好参保人员门诊特殊慢性
病待遇， 石门县医保局从申报、 初审、 评
审、 复核 4 个工作环节入手， 强化门诊特
殊慢性病管理。 每年召开 4 次专家评审
会， 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不同专家， 对患
者上报的 《石门县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病种
门诊医疗待遇审批表》 逐一进行严格审
查， 及时满足了参保人员门诊基本医疗需
求， 减轻参保患者医疗经济负担。 目前，
全县共有 28000 多名患者正享受特殊门诊
基本医疗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