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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帅文明） 5
月 7 日， 郴州市卫生健康委召开
市直卫生健康系统党的建设、 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暨行风建设
工作会议。 郴州市卫生健康委党
委书记曾忠良全面总结 2021 年工
作， 部署安排 2022 年工作并对与
会人员进行集体廉政谈话。 会上
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围猎—行贿者说》。

会议指出 ， 2022 年是党的
二十大召开之年 ， 是落实郴州
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
年 ， 做好市直卫生健康系统党
的建设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系统各级党组织要强化培根铸
魂 ，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 ， 扎实做好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习宣传贯彻 。 要实施主题
引领 ， 推动公立医院党建整体
提升， 按照 “主题引领、 打造典
型” 的思路， 围绕年度主题筹划
开展党建工作 ， 提高党委领导
下的院长负责制落实质量 。 要
注重固本强基 ， 锻造过硬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队伍 ， 开展基层
党组织整建提质专项行动 ， 抓
好述职评议考核问题整改工作，
进一步强化支部建设和党员教
育 ， 提升民营医院党建 “两个

覆盖” 质效。
会议强调 ， 要紧扣中心大

局，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始终抓牢疫情防控这个头等大事
不动摇， 常态开展 “我为群众办
实事” 主题实践活动， 聚力抓好
综合医改、 基本公共卫生、 疾病
预防控制、 妇幼保健、 中医药发
展、 医养康养等重点工作。 要坚
持正风肃纪， 建设风清气正清廉
单元， 履行党委主体责任， 严格
落实 “一岗双责 ” ， 扎实推进
“清廉医院” 建设， 切实在改善
群众看病就医体验上见行动、 出
成效。

��� 本报讯 （通讯员 文有定） 近日 ，
中国计生协通报表扬了 2021 年中国老
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表现突出单位和个人， 桃江县计生协
被授予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
跟踪调查县级表现突出工作单位， 县
计生协工作人员张齐放被授予老年健
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表现
突出个人。

2021 年 8 月， 中国计生协与中国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联合启动第五次中国城乡
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和全国老年
健康和家庭因素抽样调查。 涉及桃江
县浮邱山乡 、 马迹塘镇 、 三堂街镇 、
大栗港镇 、 高桥镇等乡镇的 19 个村
(社区) 的 51 名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群。

国家计生协等三家联合举办的老
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培训班完结后， 桃江县 2 名调查员均
在第一时间顺利通过了练习版测试 ，
及时对既定目标人群进行初调， 按规
定要求及便利原则及时补选了 13 名样
本人群。 为确保本次调查如期如质完
成， 桃江县计生协党组进行了专题研
究， 将调查用车、 调查小礼品、 调查
血压测量计等及时配备到位。 在跟踪
调查过程中， 各有关乡、 镇计生协积
极服从县计生协的安排部署， 主动作
为， 克服疫情防控、 天气炎热、 经费
匮乏、 人口流动、 沟通困难等诸多不
利因素， 圆满完成抽样调查任务。

��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唐
薇） “喂， 喂！ 您怎么了？” “患
者意识丧失……” 面对出现的紧
急情况， 医务人员沉着冷静， 动
作娴熟， 有条不紊， 跪立在 “患
者” 旁边， 一边呼救一边熟练地
判断生命体征， 进行胸外心脏按
压、 打开气道、 实施人工呼吸等
系列操作。 这是 5月 7日发生在汝

城县皮肤性病防治所技术大比武
活动现场的一幕。

在护士节来临之际， 该所组
织开展了 “铸魂提能， 喜迎二十
大” 为主题的岗位大练兵技术大
比武活动。 活动由该所党支部统
一部署， 以迎接党的二十大为契
机， 以提升内涵为目标， 以赛促
学， 以赛促练， 带动全所上下学

理论、 钻业务、 练技能、 强服务，
全面提升单位综合实力。

此次比武， 邀请了汝城县卫
生健康局相关领导担任技术指导、
县中医医院相关专家担任评委，
按照公平、 公开、 公正的考核原
则， 对医务人员急救技能进行全面
考核， 现场点评， 并对成绩排前 3
名的医务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

���� 5月 6日， 永州市宁远县卫
健局组织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主题宣传
活动， 禁毒宣传进医院、 进农
村、 进家庭。 图为该局禁毒宣
传志愿者服务队工作队员在保
安镇集市现场为群众讲解 《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等相关
法律法规。

通讯员 于劲松 摄影报道

“医生， 我刚刚已经结账报销了，
那个最贵的药也报销了 80%， 这个医保
政策真好！ 我孙女现在已经不发烧， 没
有咳嗽， 吃得好， 大便正常， 精神状态
也好多了， 谢谢你们！” 近日， 一位老
人对娄底市双峰县人民医院儿科医务人
员感激地说。

原来， 这位老人家境困难， 媳妇又
有智力障碍， 之前带着十个月大的孙女
在当地医院和诊所已经治疗了一周， 因
病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加重了， 于是转
到双峰县人民医院治疗。

双峰县人民医院接诊医生仔细查看
后发现， 患儿有 “发热、 躯干部皮疹、 颈
部淋巴结非化脓性肿大” 等症状， 明确诊
断为川畸病， 迅速收住儿科进行治疗。

儿科主任会诊后， 立即协调药剂
科、 医保科， 对该患儿予以静脉滴注丙
种球蛋白等处理。 该药为血液制品， 费
用昂贵， 较小的患儿住院费用一般需要
数千元， 较大的患儿则高达上万元， 加
重了家庭经济负担。

免疫球蛋白现已列入了医保目录，
为川崎病患儿打开了绿色通道， 大额度
报销， 保证专药专用， 目前， 双峰县普
通的川崎病患儿在该院儿科就能得到较
好的治疗， 并且免疫球蛋白能得到医保
报销，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民群众
“看病贵” 和 “看病难” 的问题， 做到
了 “小病不出县”。

本报通讯员 朱能文 王哲

������本报讯 （大众卫生报全媒体
记者 梁湘茂） 5 月 9 日， 记者从
湖南省援沪中医医疗队获悉， 自
4 月 17 日开舱以来， 医疗队累计
收治 5209 人， 转诊 54 人， 解除
隔离 （出院） 4224 人， 患者零死
亡， 队员零感染。

5 月4 日上午， 上海市委常
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朱芝松一
行专程赴上海浦东古丹路方舱医
院现场调研， 对湖南中医医疗队
的工作表示赞赏和肯定。 朱芝松
听取了湖南省援沪中医医疗队临
时党委书记、 总领队、 湖南省中
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肖文明的简要
汇报， 并与管理团队、 后勤保障、
协助医院负责人等亲切交谈， 详
细了解了方舱医院运营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截至 5 月 9 日， 古丹路方舱

医院已连续运转 22 天， 现有在床
新冠肺炎患者 931 人， 其中轻症
211 人 ， 无症状感染者 720 人 ，
中医药治疗率 100%。 自 4 月 17
日开舱以来， 医院累计收治 5209
人， 转诊 54 人， 解除隔离 （出
院） 4224 人。

据悉， 医疗队遵照国家和上
海方案， 无症状感染者采用中药
一号方， 轻症患者采用中药二号
方治疗。 同时对特殊病人进行专
家会诊， 予以个性化治疗， 并协
商调来了流动应急智能中药房，
为 400 多位患者调配中药 1200
余副， 同时开展推拿、 艾疗、 耳
穴压豆、 芳香药物、 传统养生功

法、 情志疏导等特色治疗， 最大
程度满足了患者 “一人一策、 一
人一方” 的精准施治需求。 数据
显示， 患者在舱时间平均 5 天。
除足月孕妇、 婴幼儿外， 实现了
在舱患者中医药治疗率 100% 、
患者零死亡、 队员零感染。

此外 ， 医疗队根据患者需
求， 在方舱内设立老年关爱区、
亲子陪同区、 家庭聚集区和特需
照护区等特殊病区， 以及配套设
置的湖湘仲景课堂、 读书角、 中
医养生功法锻炼区、 心愿墙等特
色区域。 医疗队在特殊病区开展
温馨服务、 个性医疗， 营造了和
谐的医患关系 ， 缩短了出舱时
间， 体现了湖湘中医人的济世情
怀。

患者零死亡 队员零感染
湖南中医接管上海古丹路方舱医院出院 4224 人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