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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水县
本报讯 5月25日，惠水县在断杉镇中心卫生院举行

优生优育服务站授牌仪式，旨在提高优生优育指导服务
水平，加快建立县、镇两级优生优育服务指导体系。

惠水县建立优生优育指导服务站是为农村孕产妇、
婴幼儿家长等提供优生优育、婴幼儿照护和科学育儿指
导及培训等服务。仪式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向断杉镇中
心卫生院授“惠水县断杉镇优生优育服务站”牌子，就做
好优生优育指导工作进行培训。

根据相关要求，惠水县将建立 11个优生优育指导服
务站。镇级优生优育指导服务站的建立，拓展了县级优
生优育指导中心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为进一步倡导适
龄婚育、科学备孕、优生优育等新型婚育观和幸福家庭观
提供服务场所，不断提升农村广大家庭优生优育意识和
能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陈洪丽）

长顺县
又讯 5月 18日，长顺县在威远镇开展纪念“5·29”会

员活动日大型系列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设有量血压、测血糖、生殖健康咨询、诊疗

医治服务等便民服务项目，有效地把优生优育、医疗卫
生、关怀关爱等优质服务融入到“5·29”系列宣传服务活
动之中。

活动期间，还现场发放了“婴幼儿辅食营养包”“叶酸
片”等多种药品，发放了宣传资料及宣传品共计 3580 多
份，活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长顺县卫生健康局有关负责人表示，“5·29”期间，要
大力推进宣传教育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活动，
进一步夯实人口计生和计生协工作根基，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黄师敏）

罗甸县
又讯 5月 20日，罗甸县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县优生优
育指导中心走进县林业局开展疫情防控、艾滋病防治知
识讲座暨妇女健康义诊服务活动，进一步普及疫情防
控、艾滋病防治和生殖健康知识，提高机关干部的健康

素养水平。
专家以预防新冠肺炎为重点，围绕认识新冠肺炎、

加强个人防护及健康防护知识等方面进行专题辅导，让
机关干部更加全面系统地掌握了疫情防控相关知识，进
一步增强了责任意识和疫情防控意识，提高了自我防护
意识和防护能力，为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奠定了
基础。专家还以艾滋病防治为重点，围绕艾滋病的致病
原理、传播途径和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专题辅导，让机
关干部对艾滋病有了全面了解，进一步增强预防艾滋病
的意识，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罗甸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妇幼保健院、县优生
优育指导中心专家向干部职工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志愿
者向干部宣传三孩生育政策，倡导大家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鼓励优生优育，专家为备孕干部进行健康指导，并
发放叶酸片。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我们收获满满，对疫情防控
和艾滋病防治知识有了全面了解，提高了防护意识和防
护能力，希望今后多开展此类活动。”干部们纷纷表
示。

（陈露）

本报讯 近日，瓮安县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县人
民医院和县中医医院进行生物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
瓮安县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生物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实验
室生物安全风险。

此次监督检查的重点主要有：是否取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实验室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备案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备案，有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检测能力包含单检和混检；是否
建立了完善的应急预案，有演练资料和图片；实验室布局和流程
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和使用规范；检测人员是否取得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培训合格证书；标本管理和处理是否符合要求；个人防护
用品的数量和登记是否符合要求；实验室医疗废物处理是否符
合规范。

通过监督检查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均符合规范要求。
此次监督检查，进一步健全实验室管理制度，加强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宣传，增强了生物安全意识，提高生物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郑国银）

瓮安县开展生物安全专项检查

本报讯 5月 18日，长顺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召开新冠疫情
防控及民营医疗机构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会。

此次培训主要对疫情发生以来在预检分诊、落实首诊责任、
核酸采样点设置、“过渡病室”设置、防护用品使用、储备等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的情况，按照《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
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三版）》进行培训，进一步规范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

此次培训的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 2020年 6月 1日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21年 3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2022年 5月 1日修订实施
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重点对医疗机构超范围执业、使用非卫
生技术人员、医疗废物处理处置不规范、医疗文书规范、消毒制
度、医疗质量等条款规定进行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各民营医疗机构遵纪守法自律意
识、依法执业意识，强化广大医护人员的操守观念和法律意识，
使广大医务人员能知法、懂法、守法，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促进全县各民营医
疗卫生机构可持续健康发展。

（付宗琼）

长顺县开展新冠疫情防控及
民营医疗机构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自疫情发生以来，谁出门不戴口罩，就感觉像是在
裸奔，进了电梯都不好意思抬头。你的颜值，全靠眼睛
在支撑。你去商场看看，什么东西的销量最受影响？是
口红！那啥东西卖得最好啊？是眼霜！钱都用在眼睛
上了。

既然现在是靠眼睛“吃饭”的时代，那我们就来聊一
聊我们心灵的窗户——眼睛！

我们会不会某天觉得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晰，但
仍然还抱着手机，看着电脑并不以为意，以为只是视觉
疲劳。直到有一天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高度近视和
散光已经和我们交上“好朋友”了。戴上眼镜后才发现，
生活中经历过太多的不便。跑步时，眼镜一颤一颤，前
面的路一晃一晃。出汗时，眼镜打滑往下掉。游泳时，
要买专门的有近视度数的眼镜，然而只有近视度数，却
没有散光度数，也就只能勉强着用。郊外看夜空上的点
点繁星，只能茫然地看别人“手指指”，星星在哪里根本
不知道。还有来自夏天的尴尬——从有空调的交通工
具走到热浪滚滚的车外，从热浪滚滚的室外走进有空调
的室内，镜片立马蒙上一层薄雾，久久不散。夜晚看远
处的光，如果没有运动轨迹，就分不清路灯光和车灯
光。好吧，还有太多，说多了都是泪！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散光的话题。
NO.1 散光是眼睛的一种屈光不正常表现，和角膜

的弧度有关。散光度数越深，看到的光团越大。通过成
像图片可以很清楚看到，光线进入眼球后，焦点不唯一，

且不在视网膜上成像。正常眼球的角膜弧度，将光线折
射后进入眼球，会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后最终成像；而
角膜弧度的改变，自然影响了成像。

NO.2 散光的症状：无论视远物、视近物，均感模糊
不清、视疲劳，引起头疼、眼酸，歪头眯眼。

NO.3 散光的原因：造成散光的原因分为先天和后
天。先天性散光的原因，是由于孕期营养不良等，胎儿
在眼球发育过程中造成的。后天散光形成的原因大致
有以下几点：长期用眼姿势不良（经常眯眼看、经常揉
眼、躺着看书、看手机等），部分眼病引起（麦粒肿、角膜
溃疡、圆锥角膜等），外因压迫（外伤、手术、不合格的隐
形眼镜造成的压迫等），营养失调（影响孩子视力的第一
杀手）。

NO.4 散光与近视的关系：近视和散光都是屈光不
正的表现。近视是近看时比较清楚，而看远处时不清
楚。但散光是看物体的边缘是虚化的，严重的散光甚至
会出现重影，无
论距离远近都
很 难 看 清 楚 。
散光本身可以
发展成近视，在
近视中合并的
散光又可以促
进近视发生、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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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州“互联网+医疗健康”不断发展，重点聚焦
群众看病就医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推进医疗卫生信息
化建设，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措施，让群
众看病更方便。

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应用
推进县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健康”

应用。全州已开通微信公众号的医院有21家，微信公众号
实现挂号功能的有19家，实现支付功能的有18家，实现检
查检验结果查询的有 16家，实现病历查询的有 2家。共有
21 家县级公立医院部署院内自助一体机，部署总数 393
台。全州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已实现一站式服务全覆盖，院
内均设有一站式服务窗口，可提供出生证办理、慢性病门
诊、病案复印、医保政策咨询、转诊转院办理等服务、减
少病人往返重复跑腿。90%以上的县级公立医院建有门诊
排队叫号系统，各候诊区设有便民座椅。推进“诊间支
付、病区结算”模式，优化就诊流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减少了病人排队次数和时间, 保障了就医等候秩序，让
就医群众切实感受到便利。“黔南州人民医院5G+应急救治

项目”“黔南州中医医院急诊科5G+急救项目”试点工作有
序开展，平塘县人民医院建立了全州首家应用5G移动护士
站的县级医院，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和患者管理水平。

开展省、州、县、乡远程医疗服务
2017年以来，我州共投入建设资金 12441万元，为全

州228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了DR、生
化分析仪、心电图机、彩超等九大类数字化医疗设备。出
台《关于将公立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和新
农合报销的通知》等政策文件，为远程医疗业务开展提供
政策保障，大大方便老百姓看病就医，有效实现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自远程医疗服务上线以来，全州累计开展远程
会诊 5773例、远程影像 144054例、远程心电 19083例，进
一步促进优质资源下沉，让基层就医群众就近享受到优质
医疗资源。

推广“黔康码”应用
我州严格按照省卫生健康委的安排部署，为实现医疗

机构一码通用，强力推进“黔康码”推广应用工作。目前

全州 39 家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均已实现“黔康码”上线应
用，主要的应用场景可支持使用黔康码。自黔康码上线运
行以来，全州持码就诊人次达266万余人次。

启动黔南卫生健康大数据平台
为打通州卫生健康信息化的壁垒，消除数据孤岛，实

现卫生健康领域数据的整合、共享、开放、利用，推动全
州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提质增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有序
流动，提升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便捷度，助力全州卫生健康
事业高质量发展，我州启动了州卫生健康大数据平台建设
项目，该项目于 1月 17日完成了与电信公司、国药器械招
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2022年3月2日，成立州卫生
健康大数据平台建设运营工作专班，组建综合协调专班、
运营管理专班、开发建设专班、安全保障专班、合规审查
专班、监督问责专班6个专班，推进平台建设工作。5月12
日，州医疗集团与电信公司完成了《黔南州卫生健康大数
据平台项目建设合同》的签订，目前项目正按建设合同推
进。

黔南：“互联网+”赋能医疗健康让群众看病更方便
梁博能 本报记者 胡萍

近日，惠水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开展营养健康主题宣传活动,
旨在贯彻落实健康贵州行动，深入实施国民营养计划及合理膳
食行动。

志愿者开展科普和义诊活动，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
对咨询的群众进行营养评估，针对超重的对象给予减重、减脂、
清淡饮食和加强运动等建议，对常见的慢性疾病和老年疾病患
者，给予低盐低脂、糖尿病饮食及高钙饮食等，同时发放健康知
识宣传资料。此次活动共计测量血压21人，发放10余种健康知
识宣传资料200余份。

惠宣 摄

本报讯 为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5月
25日，惠水县人民医院党委组织党员志愿者到利民社区开
展“健康知识进社区及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向前来参加义诊的居民和过往
群众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和疫情防控宣传资料等。医务
人员热情细致地为前来参加义诊的居民检查身体、测量血
压和血糖，耐心解答居民们所提问题，讲解疾病的预防、治
疗及健康科普宣传，积极引导群众科学就医，普及医学常识
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此次义诊不仅为利民社区居民送去了一次健康体检、
优质咨询服务，还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健康意识，掌握了
实用的健康生活常识，提高了群众对健康的关注度，做到疾
病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金霄杨 摄影报道）

惠水县送健康知识进社区

长顺县医护人员向来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我州多形式开展“5·29”系列宣传活动

守住我们心灵的窗——眼睛（上）
郭志元

本报讯 5月21日，罗甸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县妇幼保健院、
县人民医院开展2022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活动，
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惠民政策，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工作，提升城乡居民惠民政策知晓率和主动参与率。

宣传活动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你健康我服务”为主题，
采取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义诊等形式，
向群众宣传国家实行基本公共卫生免费服务项目的意义、服务
内容、服务对象、服务形式及健康保健、公民健康素养等知识。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健康咨询 200余
人次，义诊100余人次。通过多形式的广泛宣传，促进广大群众
进一步了解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图为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相
关内容及健康保健知识。

（王慧梅 摄影报道）

罗甸开展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活动

志愿者为群众义诊志愿者为群众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