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梦君
深冬时节，寒风凛冽。岳阳市

奇家岭街道旁的休闲公园内，却
聚集了许多晨起锻炼的男女老
少。 他们有的跑步，有的打球，有
的打太极拳……毫不畏惧严寒。

“我参加了今年岳阳楼区疾
控中心组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
早期筛查，发现血脂偏高，后来在
医生的指导下，我经常运动，尽量
少吃盐和脂肪高的食物，不熬夜，
现在血脂明显下降了！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刚做完体检的岳阳
市奇家岭街道市民李福兵兴奋地
说。

“2018 年，我区积极推进‘健
康楼区’建设，全方位、全周期地维
护人民群众健康。 ”岳阳楼区区委
书记陈阁辉说。 近年来，岳阳楼区
践行“健康楼区”战略，建立立体式
多层次健康管理工作机制，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标准化建设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 完善卫生服务体系；发
挥区位优势，建设千亩湖走廊等健
康步道， 金鹗山等健康主题公园，
增强社区体育设施建设，为市民营
造了良好的健身环境。

杏林和风多佳话。 为了保障
就医，岳阳楼区打造“一公里就近
诊疗服务圈”，畅通就医“绿色通
道”。 此外还通过“四海揽才”计
划，积极引进医学人才，创新医疗
技术；还多渠道普及健康知识，设
置宣传栏、 活动室， 开展健康讲
座，大力提升市民健康意识。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 岳阳楼
区尤其重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狠抓重点传染病防治和重大疫情
防控， 把预防控制影响人民群众
健康的常见疾病作为工作的重点。他们注重完
善联防联控机制， 搭建了多部门合作的平台，
在妥善处理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同时，持
续提高自身卫生应急的能力， 增强对艾滋病、
结核病等重点防控疾病的防治力度；该区重视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全面开展学校传染病
防控、学生健康监护等学校卫生工作。

此外， 岳阳楼区疾控中心还积极探索技
术创新，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注重对农村饮
用水、空气质量等实施危险因素监测；推进健
康教育与宣传，提升市民预防疾病意识。“要
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 我们就必须高标准地

完成疾病预防控制的各项目标任
务。 ”区政府副区长李尧瑶说。

岳阳楼区独树一帜， 把住慢
性病防控、 健康教育工作的“命
脉”。 2012 年成功创建为全省首
批、岳阳市唯一的国家级慢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2016年，再次被列为
全国第三批健康促进县（区）项目
试点区。 近年来，该区规范管理高
血压、糖尿病等目标人群，积极干
预管理恶性肿瘤、重性精神病等特
殊人群；还以心脑血管疾病项目为
重点，承接多项慢病项目。另外，该
区努力创建健康促进示范区，打造
健身场所，创建健康社区、健康家
庭等健康支持性环境，有力促进人
民群众的健康状况。

有耕耘就有收获。 2018 年
11 月，岳阳楼区顺利通过了国家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全国健
康促进区的复核评审；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被评为 2017-2018
年度“省级先进单位”。 近几年，
岳阳楼区承担了 20 多个国家、
省级项目和科研课题， 其中，
2009-2012 年肿瘤监测数据被
收录进世界卫生组织的《五大洲
癌症发病率报告》第 11 卷，国家
癌症中心授予岳阳楼区疾控中
心“优秀工作奖”；脑卒中项目被
评为“国家卫计委脑卒中防治工
程随访干预先进基地”。 该区先
后荣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全国健康促进项目
试点区”“全国科学育儿项目试
点单位”“国家特别贡献奖”，构
建了具有岳阳楼区特色的慢性
病防控新格局。

虎步龙骧满巴陵。 有了健康的体魄，岳阳
市民们在体育比赛中屡屡得奖。 在国家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和湖南省组委会于 2016 年、
2017 年组织的第一、二届全国“万步有约”职
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中， 数百名岳阳市民
力挫群英，取得了行进里程、组织绩效全国第
一，万步率 100%的好成绩，岳阳楼区获得“金
牌健走示范区”光荣称号。

“未来我们的疾控工作将更全面、 更细
致。 健康岳阳人人好!相信岳阳市民的身体会
越来越健康。 ”岳阳楼区疾控中心主任殷建湘
信心满满。

张脱冬 屈 艳

江南依旧着俏妆， 一片童声笑语中。
2018 年 12 月底，笔者来到岳阳市口腔医
院，医院三楼儿童口腔保健科一片欢声笑
语，医生、护士正忙碌着给朝阳小学的孩
子们做窝沟封闭。 该院院长姚朝阳称，
2018 年， 市口腔医院在岳阳楼区委区政
府的领导下， 在区卫生局的大力支持下，
树立了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力求突破、争
创一流的工作目标；医院内部管理、医疗
质量、服务水平等各项工作都得到了显著
提升。

享誉一方是“口医”
岳阳市口腔医院始建于 1956 年，历经

62 年，已从过去简单、小型的口腔医院，发
展为岳阳市唯一一所集医疗、预防、教学于
一体的二级公立口腔医院。

一楼陈列着的医院奋斗历程中的荣誉
令人心生敬佩：中华口腔医学会理事单位、
国家卫计委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承
办医院、 省卫计委设立的口腔健康教育基
地、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医联体成员、中南大
学湘雅口腔医院合作单位和定点指导医院
等，这些荣誉无不彰显其医疗水平。

“医院的综合作战能力很强。 ”院长姚
朝阳向笔者介绍， 医院分站前路本部和竹
荫街门诊部，共设有临床科室 11 个，在岗
职工 91 人， 中级职称 13 人， 高级职称 6
人，硕士 2人；有现代化牙椅 60 台，引进了
CBCT、曲面断层全景片、显微根管等高端
技术，在湘北地区盛誉远播。

一人一机一器械
为了提升口腔医疗技术水平，2016

年，岳阳市口腔医院投资 100万元，打造了
专业口腔医疗消毒供应中心， 配备专业医
疗队伍，对所有进入口腔的器械，在患者使
用过后， 全部进行专业消毒或者换成一次

性用品，达到“一人一机一器械”的标准。副
院长王珊珊介绍，医院细到一个针头、一个
把手都要进行专业消毒， 每日消毒 200 余
件工具。

2016 年，该院开办了口腔医疗质量控
制培训班。

2017 年 11 月 26 日，岳阳市卫计委发
文，同意成立市口腔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挂
靠市口腔医院。

窝沟封闭护“花朵”
2012 年，岳阳市口腔医院成为国家卫

计委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定点单
位， 是岳阳市唯一一家免费进行窝沟封闭
的牙科医院。

近年来， 该医院为市区近 3 万名 6 至
9岁的儿童、约 9.2 万颗六龄牙进行了窝沟
封闭，有效降低了儿童患龋率。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该医院为了保证
适龄儿童普及窝沟封闭，专门与学校联合，
组织接送需进行窝沟封闭的适龄儿童入院
检查；深入校园、社区开展免费口腔健康体
检等项目，普及口腔健康知识。仅 2018年，
该院共开展义诊活动 80 余次，发放口腔健
康教育宣传资料近万份。

2018 年，该院被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授予“口腔健康教育强化推广工作”三等奖
和“最佳活动创意奖”。

资源共享医联体
医联体是以医疗技术、服务为纽带，相

互协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赢、
联动发展”的合作机制。

2018 年，岳阳市口腔医院将武汉大学
口腔医联体平台运用到临床会诊中， 让患
者及家属不用出远门就能享受到远程高级
医疗服务，提高了医院医疗服务质量，提升
了地区口腔诊疗水平。此外，该院通过每周
的正畸远程会议和种植会诊， 成功会诊了
8 例疑难病例。 医联体的运用拓宽了医生

的视野，减少了误诊、漏诊的发生机率。

口腔医美成时尚
医疗美容的热潮带动了口腔医美，为

能更好地服务与满足不同爱美人士， 岳阳
市口腔医院优化科室，开设了特色项目。口
腔医疗技术也一直在突飞猛进、推陈出新，
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 有效提高了疾病的
治疗效率和治愈率， 提升了患者的体验感
和满意度， 从传统的恐惧看牙转变为轻松
看牙。

显微根管技术的开展， 将医院口腔内
科的根管治疗推进到了一个“可视化”的时
代，突破了钙化根管治疗、根管再治疗技术
难题，在显微镜下进行根管治疗，提高了治
疗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减少了治疗的并发
症，为疏通根管、根管再治疗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天地。

该院修复科开展的微创美学修复，采
用全瓷贴面、全瓷牙、全瓷嵌体、美学树脂
等材料，根据患者的脸型、肤色、笑线等，结
合计算机辅助设计三维技术来恢复牙齿的
颜色、形态和功能，达到最佳的美学修复效
果，恢复自然协调的笑容。

仁心仁术，杏林春满。 近 3 年来，岳阳
市口腔医院为岳阳 30 余万人次的口腔健
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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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地净城更美
———岳阳城市管理工作纪实

徐 畅

穿行于岳阳城区， 但觉空气清新，街
道干净，环境优美……

2015 年，岳阳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近年，进一步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巩

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成果。
这背后， 离不开岳阳城管人奋勇当先、只
争朝夕的日夜坚守和默默付出。

岳阳市城管局连续 3 年荣获全市综
合绩效考评先进单位，局机关获评“湖南
省文明单位”称号。

妙笔 巧绘奋进的蓝图
岳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和

生多次强调：“要把岳阳建成最干净、最卫生、
最整洁、最宜居、最有品质的城市。 ”

目标决定导向。 岳阳市城管局审时度势，
描绘出发展蓝图：以“生态、清爽、空旷、宁静”
为管理目标，以“出门就是工作，上街就是管
理”为工作理念，以标准化、精细化、网格化为
行动要求，以信息化、机械化、市场化为基础
保障，围绕环境卫生、城管秩序、园林绿化、文
明引导“四个重点”，落实日常管理、项目建
设、方法创新、队伍管理、中心工作“五大措
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水平。

新的发展思路就是指挥棒，时不我待。 随
即，岳阳城管各项工作全面铺开，强势推进。

精细 � 擦亮城市的底色
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上任伊始，

就要求城管部门做到“四精”，即精明思维、精
细管理、精致标准、精美目标。 顺应期盼，岳阳
市城管局对各项工作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实

施全程精细管理。
城区推行机械清扫、 人工普扫和水车冲

洗降尘相结合的保洁模式， 组建由百名环卫
工组成的“保洁轻骑兵”管控“视觉污染”，联
合交警部门以“车窗抛物”整治为切入口探索
源头管理， 环卫工作连续两年获人大评议及
意见整改“双好评”；常态开展乱停乱靠、夜市
经营、占道经营、马路游摊、城区禁炮、广告招
牌六大整治， 火车站地区喊客拉客、 的士拼
客、非法营运三大整治，规范 15 家渣土运输
企业市场化经营、 更新环保智能密闭渣土车
498 台，并实现专用号牌管理，市容秩序保持
持续稳定；对道路、桥梁、涵洞、泵站高标准管
养，公园、广场等窗口单位保持卫生洁净、秩
序良好、生态优美，路灯设施完好率和亮灯率
始终在 98%以上，全市 90 处亮化设施保持常
态化亮化效果。

创新 � 点燃发展的引擎
岳阳市城管局大力推进改革创新， 积极

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全面理顺工作关系，提升
城市管理合力，推动实现“从被动向主动、从

传统向科学、从突击向长效”的深刻变革。
——优化管理体制。建立全省首个火车站

地区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机构，开创综合执法领
域先河；按照招商改制“一撤一建”模式，成立
市政维护管理部门， 解决遗留多年的市政改制
难题；组建城区禁炮与燃气执法专业队伍，提升
行业执法水平；通过市场化手段对“五湖一河”
40平方公里水域的生活垃圾打捞、收集、运输
和处理，填补水域环境治理空白。

———推进政事分开。 将园林承担的行政
许可、处罚、强制、检查职能，环卫承担的行政
处罚职能，户外广告、渣土调配、道路破占承
担的行政许可职能上收，保留其公益职能，使
权责更加明晰。

———提升法治能力。 城区禁炮办法列入
政府首部规章颁布实施，堪称史上“最严禁炮
令”；机动车停车条例纳入人大地方立法获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将于 2019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

———满足市民需求。 积极探索对外开放
便民模式，选取 30 家产权单位免费对外开放
卫生间、10家产权单位对外开放内部停车场；
在岳阳大道等 5 条主干道人行道上新施划停
车泊位 849 个； 同时对城区成块闲置土地全
面摸排，建成 4 处临时停车场对外开放，新增
停车泊位 500余个。

惠民 � 奏响幸福的乐章
全市住房建设管理工作会上， 岳阳市政

府副市长黎作凤提出“人气、大气、灵气、地

气、底气”“五气”路径。 岳阳市城管局紧扣要
求，做实人气、地气文章，使城管事业的发展
更有“温度”。

岳阳“数字城管”系统一、二期相继建成
投用后，充分发挥出“耳目、抓手”作用，每年
办结市民来电上万件， 处置老百姓身边的城
管问题近 30 余万件。 为缓解交通压力，对原
有公共自行车一期项目按“扩面增量”要求实
施二期建设， 城区形成 8000 辆自行车、386
个站点的骑行网络，并实现“扫码租车”和“百
城骑行”互联互通。

针对城市绿量不均衡问题， 通过实施桥
梁立体绿化、道路绿化提质、公园景观配套以
及生态浮岛、“口袋” 公园、“乔木进城” 等项
目，为市民打造了更多的“城市绿肺”。 为确保
市民出行安全，对城区病害桥梁、问题井盖和
破损严重的人行道板整修提质， 分步分批修
复破损路面， 完成主城区 17 处易涝点整治。
充分考虑市民倒垃圾、如厕的需求，新建、改
造公厕 64 座、 垃圾站 23 座、 垃圾屋 400 余
座，所有公厕均安装配备无障碍设施。

在内部，积极改善工作条件，建成 11 个
城管服务岗亭、23座环卫工人休息室，并配齐
空调、饮水机和微波炉等日用品，成为“户外
职工之家”。

此外，在各项创建工作中，按照全标准、
全落实、全员参与、全部精力的“四全”要求放

弃休息日， 延长工作时间， 打破固定工作模
式，确保迎检顺利通过。 每逢重大接待活动，
以“尽善尽美”为目标，对管理要素“地毯式”
排查整治，营造最佳城市环境。

岳阳市城管局围绕垃圾治理、 扬尘控制
等突出问题，开展市容环境“六大整治”“百日
攻坚”行动。 以此为契机，推动实施花果畈垃
圾处理场防渗提质改造、垃圾焚烧发电、大型
垃圾中转站、船舶生活垃圾收集点、蛇皮套及
“三大湖”黑臭水体治理等一批民生项目。 通
过建立一套班子、明确一个目标、落实一笔资
金、搭建一支队伍，确保医废处置中心建设项
目如期投用。

近年，一场场冰雪、暴雨等自然灾害对城
市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威胁。 岳阳城管人未雨
绸缪，面对各时期的灾情，在“保抽排、防隐
患、保秩序”上精准发力，围绕道路、桥梁、天
桥、涵洞、公园、广场等重点部位应急排水除
冰，托住了民生底线。

“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多高，城管人
的路途就有多远”，陈克祥局长表示，站在新
的起点， 岳阳城管人将大力推行“一线工作
法”，弘扬“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建设
“品质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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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六十载 杏林暖巴陵
———岳阳市口腔医院发展小记

岳阳展现生态环境优美画卷。

岳阳楼区疾控中心参加全市卫生应急演练。 （岳阳楼区疾控中心供图）

（岳阳市城管局供图）

岳阳市口腔医院的医生、 护士正
在给小朋友做窝沟封闭。 张脱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