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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健康报记者 赵星
月） 6 月 21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一次全
体会议举行。 会议听取了国家卫
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受国务院委
托作的关于儿童健康促进工作情
况的报告。

报告显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儿童健康促进法规政策持续
完善， 儿童健康促进保障机制不
断健全， 防治结合的儿童健康服
务体系逐步形成， 儿童健康水平
整体提高。

在完善儿童健康法律体系方
面， 我国不断强化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 加强母婴保健和婴幼儿照
护服务； 修订药品管理法， 进一
步明确鼓励儿童用药品的研制和
创新， 对儿童用药品予以优先审
评审批。

在健全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
制和加快儿童用药品纳入医保方
面， 我国印发 《关于保障儿童用
药的若干意见》， 先后发布 3 批共
105 个鼓励研发申报儿童用药品，
通过 “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
专项投入 5.74 亿元， 支持儿童用
药品研发和临床研究； 儿童专用
药和适用药占国家医保目录内药
品种类的 20.13%， 经谈判新进入
目录的 34个独家儿童用药品平均
降价 55.6%。

在加强儿童医疗服务网络建
设和加快儿童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方面， 设置 2 个国家儿童医学中
心和 5个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持续加强儿科相关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建设， 构建国家、 区域、 省、
市、 县级儿童医疗服务网络， 截
至 2021年年底， 我国共有儿童医
院 151 家， 每千名儿童床位数达
2.2 张， 较 2015 年增加 0.27 张；
引导和支持高校新增 27 个儿科
学、 1个中医儿科学专业布点， 加
强 “5﹢3” 高校一体化儿科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招收培养； 加大
儿科等紧缺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招收， 大力开展转岗培训和
继续医学教育， 实施中西部儿童
保健人员培训项目， 我国儿科执
业 （助理） 医师数从 2015 年的
11.8万人增加到 20.6万人。

在强化儿童健康全过程全方
位服务方面， 我国强化生命早期
1000 天健康保障， 2012 年以来，
全国住院分娩率保持在 99%以上，
县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覆盖率
达 90.7%； 扎实推进出生缺陷三级
防治措施落实， 产前筛查率提高
至 81.1%，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和听
力障碍筛查率保持在 90%以上；
着力推进儿童营养改善， 2011 年
以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
助资金 1968 亿元， 每年惠及约
3800万学生， 2012年以来持续开
展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受益儿童达 1365万。

我国还集中力量解决儿童健
康重点问题： 一是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 2020 年， 0~6 岁儿
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
91.8%， 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 比 2018年下降 0.9个百分
点； 二是加强儿童常见传染病防
治， 统筹做好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常规免疫工作， 以乡镇为单位国
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维持在
90%以上； 三是加大儿童重大疾病
救治力度， 将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等 12 个病种纳
入儿童血液病、 恶性肿瘤救治管
理病种范围， 2021 年， 全国儿童
肿瘤患者省域内就诊率达 85%以
上； 四是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防
控， 持续开展重点地区营养干预
项目， 推广合理膳食和科学运动
等理念； 五是促进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 全国 1379家妇幼保健机
构开展儿童心理保健服务， 318个
地市设有精神专科医院， 2756 个
区县能够开展精神卫生专科服务，
初步缓解了基层儿童心理服务短
缺问题。

报告同时指出了在儿童健康
服务需求、 儿童健康服务供给、
儿童健康保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 如区域、 城乡间儿童健康
状况不平衡， 儿童医疗卫生资源
总量不足与分布不均衡问题并存，
儿童保健服务网络特别是基层儿
童保健服务网络有待加强等。

我国儿童健康促进保障机制不断健全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济生 ） 近日 ，
2022 年湖南省 “西学中” 培训班在湖南
省中医院开班， 来自数家三甲医院的近百
名西医临床医生齐聚一堂， 参加学习。

此次培训分为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两
个阶段， 培训周期为 2 年， 内容包括中医
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和相关知
识， 目标是培养一批系统掌握中医学理论
知识和实践技能， 具有中医、 西医两种医
学思维， 能够正确运用中医、 西医两种方
法防治疾病的中西医结合人才。

��������6 月 16 日， 邵阳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与
洞口县人民医院签订
医联体协议， 建立耳
鼻喉头颈外科专科联
盟并启动邵阳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腔镜示范基
地 （洞口站） 工作，
提升基层医院服务能
力。 图为邵阳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耳鼻喉头
颈外科副主任易天华
在为患者做免费检查。
通讯员 龙莉平 王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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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下基层·服务老百姓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易磊） 身高
1.87 米 、 体重 50 千克 ， 长沙市民李方
（化名） 从小高高瘦瘦。 最近他因心脏问
题住院治疗， 才知道一直以来的高瘦身材
竟然是一种罕见疾病导致。 经手术治疗，
李方恢复良好， 于 6 月 16 日康复出院。

31 岁的李方有一个大他 5 岁的哥哥，
兄弟俩从小就因为身材高挑、 四肢纤长，
被同龄人羡慕不已。 2015 年， 李方的哥哥
因胸闷、 胸痛被诊断为主动脉夹层， 在湖
南省人民医院心胸外科手术后才转危为安。
医生告诉家属， 李方哥哥的主动脉夹层是
因为一种罕见疾病导致， 这种名为马凡综
合征的遗传疾病发病率仅 0.04‰～0.1‰，
死亡率却很高， 死亡原因多为主动脉夹
层、 主动脉瘤等心血管并发症。

在医生的提醒下， 李方也做了相关检
查， 当时并没有发现心血管异常， 他也就
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今年 5 月初， 李
方突然出现胸闷、 气短等不适， 住进湖南
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病房。 医生检查发现
李方 “全心增大、 主动脉窦部瘤样扩张”，
进一步完善胸部 CT 发现： 主动脉根部瘤
样扩展、 二尖瓣脱垂。 会诊专家认为， 李
方符合 “马凡综合征” 改变， 遂将他收入
心脏大血管外科病房。

6 月 9 日， 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
周文武等专家团队共同为李方施行主动脉
瓣置换、 升主动脉置换、 冠脉移植、 二尖
瓣成形、 左心耳结扎术， 手术历时约 5 小
时顺利完成。

周文武提醒， 出现以下表现应警惕
“马凡综合征” 的发生： 身材瘦长， 尤其
是手指细长， 有典型的蜘蛛指样改变， 手
指绕手腕一圈， 拇指和食指能重叠 （腕征
阳性）； 有高度近视、 视网膜剥脱等眼部
疾病； 有先天性心血管异常， 如血管瘤、
瓣膜病变等； 家族中有人患有此病， 自己
又有上述体征者， 更应及时去医院进行相
关检查。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如何安全防范与避险自救？汛期地质灾害多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