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宣传进药店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常松） 3 月 13 日，
衡阳常宁市计生协联合常宁市老干部 (老
年) 大学、 市老干部服务中心举办首批家
庭健康指导员培训班。

本次活动邀请了市内四大医院名医进
行授课， 编制专门教材； 采取线下教学方
式， 注重理论与实操相结合。 主要培训孕
前健康、 孕期健康、 预防接种与传染病防
治、 婴幼儿保健和育婴基础常识等五项内
容。 此次培训班为期七天， 常宁市辖城区
街道、 社区共 60 名家庭健康指导员参加。

本报讯 （通讯员 曹金银） 3 月 11 日，
郴州市临武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召开 2023
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推进
会。 通报该县 2022 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工作情况， 并作出安排部署。

该县将创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妇幼
健康管理、 心理健康、 医防融合等机制，
全面破解重点难点工作； 做细做实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工作， 围绕老年人、 高血压、
糖尿病等项目重点、 难点， 采取真招、 实
招补齐短板弱项； 以培训为抓手， 全面提
升基本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服务能力， 着力
在工作质量方面下功夫。

在接下来的业务培训上， 培训老师对
《基本公卫服务项目业务》 《屈光知识、
白内障手术期并发症的处理对策》 《青光
眼、 眼底病、 角膜及眼表的认知及处理》
等进行了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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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 长沙市天心区赤
岭路街道芙蓉南路社区“2023 效
能计划百人创卫” 活动启动， 来自
全市各中小学、 高等院校的 200 余
名学生齐聚社区， 组建华盛家园片
区实践队、 水竹街片区实践队、 香
墅美地社区实践队等 6个实践队和
党群还绿实践 （队）， 分别前往 5
个片区开展“清牛皮癣、 捡白色垃
圾、 撒播草种还绿、 宣传文明公
约” 等四项行动。 图为当日， 孩子
们带着垃圾分类宣传折页向药店工
作人员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通讯员 黄韬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陈炜 李青霞） 每年三月份的第二
周是 “世界青光眼周”， 3 月 12
日， 爱尔眼科十大省区 “区域疑难
青光眼病诊疗基地” 同步成立， 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 我国约有 2100
万青光眼患者， 致盲人数达 567
万。 40 岁以上人群青光眼患病率
为 2.3%， 致盲率约 30%。 由于知
识普及程度不足， 我国近九成青
光眼患者没能在早期得到及时诊
断。 专家呼吁： 大部分青光眼早期
无明显症状， 建议高危人群定期眼
检， 及时发现这个视力 “小偷”。

2 岁的阳阳 （化名 ） 一出
生， 眼珠就比同龄宝宝更黑更
大 ， 像 戴 了 副 “美 瞳 ” 一 样
“萌”。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阳阳
妈妈发现 ， 孩子黑眼珠越来越
大， 几乎看不见眼白， 全家才觉
得不对劲， 阳阳最终在长沙爱尔

眼科医院被诊断为先天性青光眼
（晚期）， 视神经已有明显萎缩。

“新生儿先天性青光眼越早
治疗效果越好。” 湖南省医学会
第十三届眼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青光眼
学组组长段宣初教授表示， 先天
性青光眼早期仅角膜增大或水肿，
呈轻度雾状混浊， 混浊随眼压升
降而有变化。 大多数早期患者经
手术治疗后能使眼压得到控制，
避免眼球继续扩大和视神经继续
损害 ， 保存或提高原有的视功
能， 甚至可以恢复到正常视力。

而事实上 ， 对青光眼不了
解、 不重视， 未及早就医的患者
和家庭并不在少数， 我国近九成
青光眼患者没能在早期得到及时
诊断。 此外， 偏远、 基层地区的
青光眼患者难以得到有效救治，
导致病情发展严重， 甚至失明。

据了解， 青光眼是全球排名
首位的不可逆致盲性疾病。 其主
要是由于眼压相对或绝对升高，
并超过视神经所能耐受的程度，
从而引起的视神经损害和视野缺
损。 青光眼早期无明显症状， 后
出现视物模糊、 头痛、 恶心呕吐、
眼胀痛、 眼红等症状， 如发生于
婴幼儿， 可见明显眼球增大。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浙江省区
副总院长潘伟华教授介绍， 大家
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在黑暗环境中
用眼， 以下五类人群是青光眼高
危人群， 需定期进行眼部检查：
一是有青光眼病家族史； 二是年
龄 35 岁以上长期未做眼部检查
者； 三是眼睛受外伤或患有其他
眼病者； 四是高度近视或高度远
视眼患者； 五是糖尿病患者。 此
外， 建议 50 岁以上人群一年一
眼检， 可发现 80%眼病。

我国近九成青光眼患者未能早期诊断 医生呼吁：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熊佳佳
贺宾） 随着餐饮业回暖， 消毒餐饮具的卫
生、 安全日益受到消费者关注。 记者 3月 15
日从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获悉， 为
进一步规范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生产
经营活动， 保障消毒餐具卫生， 将在全省
推行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量
化分级管理制度， 实施风险监管、 信用监
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卫生监管新模式。

据了解， 目前全省有 200 余家餐饮具
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将全部纳入新模式监
管对象， 根据日常监督结果， 对其卫生信
誉度等级实施动态管理。 对餐饮具集中消
毒服务单位的卫生管理、 厂房与车间选址
和设计、 设施与设备、 物料管理、 消毒、
检验、 储存、 运输等情况进行量化评价，
按照卫生安全风险度和信誉度的高低确定
为优秀 （A 级）、 良好 （B 级）、 一般 （C
级）、 差 （D 级） 4 个卫生信誉等级。

据悉， 卫生健康监督机构将按照卫
生信誉度等级， 实施分类监管， 对风险
度高、 卫生信誉度低的单位， 增加监督
频次， 实行强化监督， 确保消毒餐饮具
卫生质量； 对风险度低、 卫生信誉度高
的单位， 减少监督频次， 优化营商环境，
合理配置卫生监督资源。 量化评价的结
果将向社会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餐饮
业单位可以优先选择采购 A 级单位提供
的消毒餐具， 消费者可以选择提供 A 级
单位消毒餐具的餐饮单位消费。

�����本报讯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 周阳乐 通讯员 吴昊 黄超琼）
记者 3 月 13 日从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获悉， 中国 （湖南） 第 19
批援津巴布韦和第 23 批援塞拉
利昂医疗队圆满完成为期 14 个
月的援外医疗任务， 分别于 3 月
13 日、 3 月 9 日回国。

据了解 ， 中国 （湖南 ） 第
19 批援津巴布韦和第 23 批援塞
拉利昂医疗队共有队员 31 人 ，
其中援津医疗队 11 人， 援塞医
疗队 20 人 ， 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 2021 年 12 月踏上援非征
程。 一年多来， 两支医疗队用精
湛的医疗技术为非洲人民解除疾
患困扰， 用实际行动对医者仁心
作出跨越国界的注解。

中国 （湖南） 第 19 批援津
巴布韦医疗队累计接诊 11000 余
人次， 实施手术 550 多人次， 抢
救危重患者 120 多人次。 依托中
国———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中心，
为非洲人民免费提供中医和针灸

诊疗， 成功举办津巴布韦首届中
医针灸人才培训， 培养了津巴布
韦第一批本土中医针灸人才。 深
入学校、 企业、 偏远农村开展义
诊， 为当地民众传授太极拳、 八
段锦 ， 积极推进湖南省人民医
院—津巴布韦帕瑞任雅塔瓦医院
对口医院合作机制项目， 帮助津
巴布韦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津巴
布韦副总统奇温加向中国 （湖
南） 第 19 批援津医疗队全体队
员， 授予津巴布韦共和国 “卓越
勋章”。

中国 （湖南） 第 23 批援塞
拉利昂医疗队大力弘扬中国医疗
队 “不畏艰险、 无私奉献、 救死
扶伤、 大爱无疆” 的精神， 救治
了 2.3 万名患者 ， 成功实施了
600 多台手术。 帮助中塞友好医
院建立新生儿科， 开展第一例巨
大卵巢囊肿切除手术， 实施首例
髋臼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
推进湘雅医院———中塞友好医院
对口医院合作机制项目， 组织教

学培训活动 20 余次， 为当地居
民和中资机构开展义诊 12 次。

据悉， 湖南省作为承担国家
援外医疗任务的省份， 1973 年
向塞拉利昂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
队， 1985 年向津巴布韦派遣第
一支援外医疗队。 50 年来， 全
省先后派出长驻援外医疗队员
44 批 562 人次， 救治患者近 100
万人次， 为受援国培训医务人员
9000 多人次。 湖南省派遣一批
批援非医疗队为非洲人民提供医
疗健康服务， 实施首例全麻巨大
甲状腺肿瘤切除术、 首例多学科
联合创伤急救手术、 首例腹腔镜
肾盂成形术等手术， 打造南部非
洲最大的中医针灸中心， 派遣国
际专家组帮助津巴布韦、 赤道几
内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开展光
明行、 妇幼健康工程等援外项目，
提升了受援国医疗服务水平， 获
得了国际国内的广泛赞誉， 为增
进中非友谊、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

湖南援非医疗队载誉归来

青光眼早期无症状，建议 5类人群定期眼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