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健康2019年12月23日 星期一
编辑/贺齐 美编/叶海琳 校对/黄蓉

我
省
发
布
口
腔
流

行
病
调
查
数
据

泰康之家·楚园正式投入运营，“医养融合”高品质养老新模式成武汉新名片

2021年湘园开业，高品质养老新选择
“我们不知道它在哪，我

们在寻找， 已经寻找了很多
年。 泰康之家·楚园就是我们
心目中养老的最好模式。”12
月21日， 华中地区首个大规
模、全功能、国际标准高品质
医养社区———泰康之家·楚园
在武汉正式投入运营，广西民
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杰舜教
授如是分享了他情定楚园的
心路历程。

早在12年前， 泰康投身
养老和医疗产业，作为“保险
+医养” 这一模式的创造者，
泰康为险资企业应对人口老
龄化和保险业务转型提供了
范本。此次亮相的楚园，是泰
康在全国开业的第六家养老
社区，至此，泰康之家全国东
西南北中六大社区全部运
营，“候鸟式” 连锁医养实体
全面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
1月， 泰康之家·湘园业已落
户长沙梅溪湖国际新城地
块，将于2021年交付运营使
用，届时，湖南人也能在家门
口享受“医养融合”高品质养
老新模式。
■通讯员王志平记者 潘海涛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21日
主办的“新湘雅儿童罕见病
论坛暨基层医生儿科常见病
规范诊疗培训班”了解到，该
院接受湖南省遗传学会与长
沙市简朴公益慈善服务中心
共同授牌，成为“湖南省罕见
病关爱救助项目定点医院”，
将公益慈善引入到罕见病的
具体诊疗当中， 让更多的爱
心人士关注罕见病，借助“湖
南省罕见病关爱救助金”为
罕见病患者带来福音。

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第
一批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医
院， 湘雅三医院还为10家基
层医院进行了“儿童先心病
与罕见病转诊单位”授牌，共
同构建省内协作网， 助力罕
见病救治工作。

据介绍，罕见病又称“孤
儿病”，是指发病率低、患病

人数相对很少的疾病。 目前
全球范围内已确认的罕见病
种约7000种，80%由遗传缺
陷所致， 其中一半的罕见病
患者在出生时或者儿童期即
发病。 中国有2000万名罕见
病患者，不到1%的罕见病有
治疗方案或者药物使用，但
治疗药物价格昂贵， 且医保
无法报销， 许多罕见病患者
家庭“因病致病、因病返贫”。

在罕见病医疗保障模式
中， 公益捐助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2019年8月， 由湖南
省慈善总会与湖南省遗传学
会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南省
罕见病关爱救助金”，联合长
沙市简朴公益慈善服务中
心， 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开展
公益宣传与募捐活动， 精准
救助我省罕见病患者。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姗 黄柯 何微

针对儿童的口腔护理与龋病预
防，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湖
南省牙防办主任钟圣纯建议， 家长
从孩子的乳牙初生长时， 就要重视
孩子的口腔护理， 可以带指套协助
孩子清洁口腔， 另外使用含氟牙膏
给孩子刷牙也可有效预防龋齿。

目前，牙周疾病是导致中老年
人失牙的主要原因之一，牙周疾病
的大众综合防治迫在眉睫。

钟圣纯表示，应倡导全方位的

口腔清洁,�提倡使用牙线、牙间隙
刷 ,�将口腔牙周洁治纳入医保,�
倡导定期口腔洁治,�维护牙周健
康。 同时应尽量保留健康牙齿,及
时修复失牙,�恢复口腔功能,�有效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早晚刷牙和使用含氟牙膏能
有效降低患龋率。”他建议，民众应
该做好自我保健，坚持早晚刷牙，饭
后漱口及时清理口腔， 采用正确的
刷牙方法，发现口腔问题尽早就医。

湖南首次发布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

三岁娃过半患龋齿，早晚刷牙有点难？

截至2018年底，2.49亿老年
人口中1.8亿以上患有慢性病。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国内最早
涉足养老的保险公司，泰康一直
走在“医养融合”的行业前线。当
下，泰康之家通过“一个社区、一
家医院”的模式，把慢病管理、急
症救治、 康复功能引入养老社
区，全力打造泰康国际标准康复
体系，泰康国际标准长期照护体
系、推动医保资质落地，深度推
进医养融合，为社区长辈构建起
“急救—慢病管理—康复” 的三

重防线，提供全方位、持续性的
医疗健康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泰康在行业
内率先将虚拟保险与实体医养相
结合，走医养融合大健康之路。目
前已经实现泰康之家养老社区
15城联动，3.4万张床位规划。同
时， 全国签约医院已达1500余
家； 体检服务网络覆盖全国160
余座重点城市700余家专业门
店，还为客户建立覆盖美国、日本
等多家医院的绿色就医通道，并
拥有4家专业化康复医院。

泰康倾力打造的“医养融
合”高品质养老新模式，湖南人
何时能享受？ 事实上， 泰康之
家·湘园已于2018年1月正式落
户长沙市梅溪湖国际新城地
块，将成为长沙市首个大规模、
全功能、 国际标准的高品质医
养社区， 该项目计划于2021年
一期交付运营使用。

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总经
理黄开琢告诉记者， 泰康之
家·湘园全部建成后，可提供超
过2000户养老单元、 近万平方
米配套活力中心及标准配置的

医疗机构，提供包括独立生活、
协助生活、 专业护理、 记忆照
护、 老年康复及老年慢病医疗
管理在内的， 覆盖老年人全生
命周期的连续健康服务。

此外，截至目前，泰康已在
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15个
核心城市布局泰康之家。 规划
总地上建筑面积250万平方米，
可容纳约3.7万名老人， 规划超
2万户独立生活单元以及5000
余张康复护理床位， 既能享受
生活， 又能开阔眼界的候鸟式
养老将在泰康之家成为现实。

“开门就是笑脸，醒来必定是节
日”，“七十岁正当年、 八十岁刚刚
好、 九十岁不算老、 一百岁活成榜
样”，当下，这种喜乐融融而又充满
理想的养老情景正在泰康之家幻化
为现实。

泰康之家·楚园位于武汉市东
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光谷）核心地
段。楚园社区设置独立生活、协助
生活、专业护理和记忆照护四个区
域，根据长辈不同身体情况，实现
一站式持续照护，提供“温馨的家、
开放的大学、 优雅的活力中心、高
品质的医疗保健中心、自主的精神

家园”五位一体的生活方式。
“活力养老、文化养老、健康养

老、科技养老”的理念在楚园同样倡
导。记者了解到，作为首家“服务前
置”的泰康之家养老社区，早在开业
前， 楚园就开始为预定的居民提供
服务，开业后，楚园社区继续围绕长
辈文化娱乐、运动健康需求，升级打
造养老服务产品， 包含“银发智慧”、
“乐龄运动”、“人人都是艺术家” 等系
列活动，为长辈们提供既能持续安心
居住，又能优雅社交，还能在身心需要
时及时接受医疗救助、康复护理以及
心灵照护的高品质养老服务。

楚园首期开放，武汉新添“城市名片”

长寿时代，泰康打造更高层次医养融合

2021年湘园开业，候鸟式养老渐成现实

数据显示， 受饮食结构改变
及口腔健康行为等因素影响，在
过去的10年间， 我省3～5岁儿童
乳牙患龋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
势，其中3岁儿童患龋率为51.9%，
5岁时上升至72.2%， 均高于全国
同年龄组的患龋率。

与此同时， 我省3～5岁儿童
乳牙因龋充填率仅占1.4%， 低于

全国3.1%的平均水平， 说明绝大
部分龋坏的乳牙都没有得到有效
治疗。

目前，我省中老年人牙周健康
率逐渐下降，牙龈出血、牙周袋的
检出率呈明显上升趋势。35～44
岁组人群中89.2%有牙龈出血现
象，57.3%可探及牙周袋；65～74
岁组则分别为 83.7%和71.2%。

儿童患龋率呈快速增长趋势

倡导全方位的口腔清洁

湖南省3岁儿童患龋率为51.9%，5岁时上升至72.2%， 呈现明
显的上升趋势。12月21日上午，省牙防办发布我省第一次口腔健康
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针对我省口腔健康现状提出了有效预防措施。

据悉，本次调查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共计调查
16704人次。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梁辉 陈文玉

我省成立“罕见病关爱救助项目定点医院”

将公益慈善
引入到罕见病诊疗

延伸

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19年
初组织制定了《健康口腔行动方
案（2019—2025年）》，提出国家
健康口腔的整体要求与目标。湖
南省牙防联盟作为行动方案实
施的前沿阵地，本次调查结果反
映出现实与目标的差距。

其中，我省12岁儿童患龋率
为32.9%，离目标中提出的“12岁
儿童患龋率控制在30%以内”尚
有一定差距； 龋补充填比仅为
9.3%，与24%的要求差距较大。

此外，35至 44岁人群中，
53.5%的人每天刷牙2次及以上，
55～64岁人群组为36.8%，65～74
岁人群组则为 36.5%，这意味着
我省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天
2次刷牙率呈下降趋势。

钟圣纯指出，省牙防办将带
领全省从事口腔疾病防治的专业
人员针对孕产妇、儿童、老年人等
重点人群和龋病、 牙周疾病等重
点疾病，因地制宜，探索推广口腔
疾病防治适宜技术。

我省居民口腔健康现状
与国家要求尚有差距

12月21日，泰康之家·楚园在武汉正式投入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