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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5月13日电（记者 帅才） 记者
从湖南省卫健委获悉，2019年湖南省全面推
行电子健康卡的使用，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
构将实现电子健康卡全流程、全业务应用，实
现网上预约、门诊挂号、接诊、取药、结算等应
用，实现居民看病就医、经费结算、全程健康
管理“一卡通”。

据湖南省卫健委介绍，以往每家医院都
自行发放诊疗卡，形成“一院一卡、各自为政”

的局面，各家医院的检查结果、病历信息不能
共享、互认，给群众就医带来了麻烦。目前湖
南省开发了“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官方微信公
众号，接受城乡居民在线申领电子健康卡，可
以实现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健康档案、电
子病历和检查检验结果共享调阅，方便群众
就医。到目前为止，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省
肿瘤医院、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湖南省脑科医

院、湖南省儿童医院等可以使用电子健康卡
接受诊疗业务。

据悉，湖南省将积极探索电子健康卡、社
保卡、医保卡、市民卡、电子银行账户、商保账
户等“多卡合一”的协同整合应用新模式，促
进电子健康卡与医疗保障、药品流通、金融支
付等其他公共服务卡的整合应用，积极探索
电子健康卡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应用，为广
大居民提供便捷的医疗健康一体化服务。

一卡在手走遍各医院

湖南“电子健康卡”来了

邵阳日报 5 月 15 日讯（陈贻贵 李文
娟 孟天笑） 5月9日，湖南省医师协会儿科
医师分会主办的“救在身边”急救技能比赛在
长沙举行。全省儿科精英齐聚一堂，邵阳市
中心医院儿科团队在17组专业团队中脱颖而
出，荣获三等奖。

此次比赛筹备阶段只有半个多月，而比赛
形式更是不同于以往单纯的操作技能考核，而
是利用小品、情景剧等方式引出急救技能操作
的规范性和重要性，增加了对剧情设计、角色
演绎、PPT及视频制作等多方面技能的综合考
核，也让这场比赛更加精彩纷呈。

参加比赛的17支队伍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全力以赴。市中心医院儿科医疗团队成员分
工合作，从编剧到后期制作、从角色分配到细
微动作揣摩，都尽心尽力。

参赛成员还利用休息时间，包括五一节假
期在内抓紧集训，有时更是排练至 23 时才散
场。为了更利落娴熟完成心肺复苏，操作熟练
的施救者杨素，每天反复练习，手更是磨出了
茧。扮演爷爷的雷祥每次排练都是都是扎扎
实实地倒在又硬又凉的地板上，可他的每一次
倒地没有丝毫犹豫。

选手们以紧凑的情节，专业高标准的急救
技能，生动的舞台效果精彩地呈现在观众和评
委的面前，得到全场的热烈反响。

市中心医院儿科

获全省急救技能比赛三等奖

5月14日上午，市脑科医院男精神
病区护士李梦蝶正在给患者发放药物，
发完药物以后，她还要给患者洗澡，基本
上没有停歇。

2011年，李梦蝶通过招考进入了市
脑科医院，成为了一名护士。到了这里她
才发现，这里所有的患者都生活在封闭的
空间里，跟正常的患者完全不一样。
但她看见患者呆滞的眼神和求助的目光
时，她善良温软的心瞬间被深深地刺痛了
——“不论在哪，都要把工作做好。”

精神病人的生活大都不能自理，洗
澡、穿衣、喂饭等需要护士帮助。李梦蝶
进入科室后，有一项工作给了她很大挑
战，那就是给男患者洗澡。刚开始，李梦
蝶心里总是感觉有些别扭，但是看到别

的护士都照常工作，她也通过重重考验
战胜了自己。“只要把他们当做普通的患
者，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李梦蝶说。

精神科的患者由于受幻觉和妄想的支
配，缺乏自控能力，经常失去理智给护士带
来种种麻烦，甚至是伤害。4月23日，李梦
蝶用轮椅推着一名患者去找医生时，突然患
者挥动拳头，朝李梦蝶的脑门上砸去。李梦
蝶说，还好当时患者手上并没有其它的物
件，头上只是起了一个大包。面对患者的各
种偏激行为，她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更加耐
心、体贴地付出一片真心“哄”着患者。

“这里的护士工作繁琐辛苦、责任心
重、风险性大，但是看着一个个患者通过
自己的用心护理逐渐康复，就会从内心
感到无比的欣慰。”李梦蝶笑着说。

李梦蝶：给予患者最诚挚的关爱

陈 星

邵阳日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王少敏 彭颖
异） “今天是您的政治生日，2011年5月13日您光
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重要的日子里，医院党
委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5月13
日上午，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第三党支部党员吕小
龙收到了一张特殊的“生日贺卡”。看着贺卡他激动
地说：“生日年年过，但过政治生日还是第一次，感觉
自己又重新回到了当初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神圣一
刻，很意外，很激动！”

为切实落实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进
一步强化党员的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市第二人
民医院自 2019 年 5 月起组织开展以“过‘政治生
日’，不忘党员初心”为主题的党员政治生日活
动。按照入党时间先后顺序，该院为 180 名正式
党员建立“政治生日”信息库，同时详细核查和登
记党员工作年龄、工作岗位、家庭情况和个人特长
爱好等基本信息。

该院将党员“政治生日”活动与加强党支部建
设工作相结合，党支部在党员政治生日当天与党
员重温入党誓词，党支部书记与党员进行谈心交
心，全面了解、掌握党员思想、工作、生活等情况，
听取意见建议，并对党员提出希望和要求，给予党
员“家”的关爱，进一步增强党支部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

医院党委书记唐益民表示，为党员过“政治生
日”是一件非常严肃而有意义的活动，目的就是要激
发全体党员的政治热情，加强党组织与普通党员的
相互沟通，增强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强起来，把医院干事创业的力量凝聚起来。

过“政治生日” 忆入党初心

邵阳日报5月 15日讯（记者 陈红云）
“在这里住着感觉非常舒心，医生护士把我当
亲人一样地照顾，非常感谢政府、医院对我的
关心和关爱。”5月14日上午，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局长杨修文一行来到市老年病医院考察调
硏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和医疗巡诊服务工
作开展情况时，88岁的抗美援朝老兵陈自柏激
动地说。

调硏组一行听取了老年病医院相关负责
人关于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和医疗巡诊服
务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老年病
医院短疗科的各项工作，也对医院今后优抚服
务工作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随后，调硏组一
行在短疗科的退伍军人活动中心和来自隆回
县的 88 岁抗美援朝老战士陈自柏、84 岁的郭
雄、81岁的阳纯池亲切攀谈，询问了老兵们的
生活状态、身体情况，听老战士们讲过去部队
的故事，并叮嘱他们注意身体。

市老年病医院从 2013 年全面启动对优
抚对象的医疗巡诊和短期疗养工作，成立短
期疗养医疗巡诊中心，配备专门人员专职负
责医疗巡诊和短期疗养工作。截止到目前，
医院已巡诊 80 余场次、10000 余人次，建立优
抚 健 康 档 案 5000 份 ，发 放 健 康 宣 传 资 料
10000 余份，发放药品价值 400 余万元，接收
短期疗养对象 6000 余人次。投入经费 1000
余万元。

2017年全省优抚工作现场会在市老年病
医院召开，重点推介了该院的工作经验和模
式，先后有长沙、湘潭、株洲、衡阳、永州、张家
界等地（市）来市老年病医院参观学习，有力推
动了我省的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和医疗巡
诊工作。

短期疗养温暖优抚退伍老兵

邵阳日报社5月 14日讯（通讯员
席婧） 5月13日，邵阳市中医医院开展

“精准扶贫送健康、送医下乡暖人心”志
愿者活动，14名党员医务工作者走进双
清区高崇山镇马杨村和金银村，为村民
免费义诊，并带去救护知识培训。

义诊活动于8时30分举行，淅沥的小
雨挡不住村民的热情，一大早没吃早餐就来
测血压、测血糖。医务人员认真询问村民病

情，为其开处方、免费赠药，进行详细的用
药指导，讲解卫生保健知识等。前来就诊的
患者络绎不绝，咨询台被围得水泄不通。

同时，“急救小屋”志愿者服务队给村
民们讲解了急救知识，并现场模拟小孩噎
食、被异物卡住怎么办？模拟发现别人倒
地怎么办？通俗易懂地将急救手法告知村
民。村民们热情参与，认真学习，希望在碰
到此类事件时，能助人一臂之力。

精准扶贫送健康 送医下乡暖人心

新华社 5 月 14 日电（记者 刘
曲） 世界卫生组织 14 日发布最新指
南，建议通过健康饮食、定期锻炼、减少
吸烟饮酒和控制体重等一系列健康生活
方式，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

新指南推荐了一系列预防痴呆症的
具体建议，比如建议成年人通过锻炼来
降低认知能力下降风险；强烈建议戒烟；
强烈推荐健康、均衡饮食，例如地中海式
饮食，即多吃果蔬、鱼、海鲜、豆类、坚果

类及谷类食物，烹饪时尤其提
倡用橄榄油；停止有害饮酒；
向有轻度认知障碍的成年人
提供认知训练等。

新指南还建议成年人加
强体重控制以避免肥胖，并对
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和胆固
醇异常、抑郁症、听力损失等
健康风险加以管控和干预，这
些都有助于降低罹患痴呆症
或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

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痴呆症

▲颁奖现场。

▲党员吕小龙（左）收到”政治生日“贺卡。

新华社5月15日电（李松 曾理） 每年5月的
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专家提醒，营养是健康的基
础。要健康饮食应保证“每餐有蔬菜、天天有水
果”，而且蔬果要有足够摄入量，要占据居民餐桌的

“半壁江山”。
在全民营养周期间，位于重庆的新桥医院营养

科与内分泌科联合为市民举办了营养健康义诊和
肥胖减重宣教活动。重庆市临床营养专委会主任
委员、新桥医院营养科主任王建介绍，近些年来，不
少地方的居民肉类摄入量持续上升，蔬菜摄入量不
足。而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发病与公众日
常不科学的饮食习惯有密切关系。

王建介绍，要实现健康饮食，应保证“每餐有蔬
菜、天天有水果”。蔬菜中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
食纤维，水果中则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钾等。
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日摄入300至500克新鲜
蔬菜。同时，推荐成人每日摄入200至350克水果。

专家提醒，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更方便地吃到
新鲜蔬果，可以把水果和适合生吃的蔬菜洗干净放
在茶几、餐桌等看得见、容易拿到的地方，以便随时
可以吃到。家长应以身作则，增加蔬果摄入，并引
导孩子多食用蔬果，用新鲜的蔬果替代日常孩子喜
欢吃的零食。

日常膳食应“每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5月8日晚，市中心医院举行庆祝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图为
护士们进行礼仪展示。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孟天笑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