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刘龄予 ）近日，在北京举
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巡视员、省医改
办专职副主任王湘生介绍了湖南健
康扶贫经验。 据悉，目前我省村卫生
室“空白村”中，86%的房屋已经开工
建设，年内将实现全省行政村卫生机
构和人员“零空白”。

受经济发展、交通条件和卫生人
员缺乏等影响，我省部分村级卫生服
务网不健全。 据省卫生健康委统计，
全省有1153个村卫生室“空白村”，其
中无房无合格村医的有699个。

为解决农村贫困地区群众就近就
医问题， 切实打好健康扶贫攻坚战，今
年来，我省按照“四个纳入”的工作思
路，即纳入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省政
府重点工作督办事项、健康扶贫重要举
措、全省卫生健康年度绩效考核重点内
容，加大工作力度，全面实施消除村卫
生室“空白村”工作。 截至目前，全省村

卫生室“空白村”中，86%的房屋开工建
设，65%的房屋完成主体工程，96%的村
已经配备了医生。

据悉，村卫生室建设标准：建筑
面积60平方米以上， 设有诊断室、治
疗（处置）室、药房、观察室、公共卫生
服务室五室，同时设公共的值班室和
卫生间。

有了标准化村卫生室，如何配齐乡
村医生呢？我省采取了4种措施，吸引并
留住人才。 第一，是通过本土化乡村医
生培养和安排，调剂安排到“空白村”卫
生室执业。第二，是统筹乡镇范围内“一
村多室”的乡村医生，调剂到“空白村”
卫生室执业。 第三，是实施紧密型乡村
一体化管理，招聘合格医生，与乡镇卫
生院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积极引导和鼓
励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以上的人员
到“空白村”卫生室执业。 第四，对于人
口稀少、山高路远、难以留住乡村医生
的“空白村”卫生室，由乡镇卫生院派驻
医生定期为辖区内居民提供服务。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聚焦湖南医改

解决群众就近就医问题

湖南年内消除村卫生室“空白村”

变废为宝
7月11日，志愿者利用废弃物品搭建鸟巢。 当天，长沙市芙蓉区东

湖街道东沙社区联合湖南农业大学志愿者协会，举行“让我们一起创
造垃圾新价值”环保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带领小朋友用废弃物品搭
建鸟巢、制作成创意画，培养环保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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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微档案】

李丽萍 ，女 ，1973年出生 ，益阳市赫山区新
市渡镇中心学校教师 。 自1999年起 ，她在这个
偏远山区的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 20年 。 她多
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 ， 先后获赫山区优秀教
师 、德育工作先进个人 、首届劳动竞赛评选表
彰活动最佳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 2017年 ，她
当选为益阳市第六届人大代表 。

【故事】
盛夏时节， 益阳市赫山区新

市渡镇中心学校的栀子花开得正
盛， 一阵阵清香引来蝴蝶环绕飞
舞。

见到李丽萍时， 几名学生正
围着她聊得起劲。 一打听，才知道
他们参加完今年的中考， 回母校
看看班主任李老师。

扎着马尾、 落落大方的朱典
是副班长， 她坦言自己个性很要
强， 临近中考前的一次物理模拟
考试没考好， 她的心情很低落。
“细心的李老师察觉到了我的不
对劲，她轻言细语地安慰我。 在她
的悉心劝导下， 我重拾信心迎接
中考，这次发挥得还不错。 ”

戴着一副圆框眼睛的王姣脸
也是圆圆的，长得很萌，是班上的体育委员。 她告
诉记者，自己的父母在外打工，只能寄宿学校。 一
天半夜突然肚子痛得厉害，是李老师和她的丈夫
把自己送到了卫生院，陪着打了两个多钟头的点
滴。“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李老师的关爱让我
感觉到温暖。 ”

袁岳江是个阳光帅气的男孩子，却也有过叛
逆的行为。“我的父母关系不好，经常吵架。 我听
了后心烦，对学习也变得随意起来，开始放纵自
己，跟着一伙社会小青年泡网吧、翘课。 家人都对
我很失望，李老师却始终没有放弃我。 她了解原
委后，做我父母的工作，也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

重新回到课堂上来。 我很感激她。 ”
这是李丽萍今年送走的又一届初中毕业生。

自1999年她调任到这所地处边远、条件艰苦的学
校，她放弃了一个又一个进城的机会，始终坚守
在这片大山环绕的乡村，一干就是20年。 作为班
主任，她带的每一个班总是学校班风最好、成绩
最优的班级。 作为语文老师，她所任教班级的语
文成绩在益阳市赫山区农村中学一直稳居前列。

“你这么优秀，外面有的是机会，待在这个穷地
方没前途。 ”不少人劝说李丽萍，她笑笑说：“我们夫
妻两人都安心在这里教书，我觉得蛮好。 再说都去
城区， 乡村孩子谁教？ 只是有些对不住自己的孩
子。 ”她话音一转，脸上竟有了些歉意。

原来，李丽萍的儿子十分优秀，考上了省城的一
所重点高中。他希望母亲能够卸任班主任一职，多抽
些时间陪陪自己。“儿子的愿望很简单，可惜我没能
满足他，这里的孩子更需要我。”李丽萍透露，更多时
候她与儿子电话沟通，“儿子很懂事， 现在他体谅了
我的选择，我感到很欣慰。 ”

李丽萍虽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但她所想
的并不局限于一校一班的教育教学问题。 她在教
学方面颇有影响力， 再加上她平时勇于向学校、
教育主管部门提合理化的意见建议。 2017年，她
被选举为益阳市第六届人大代表。

从此，她便多了一份职责：为教育呼吁，为人
民办事。 她曾和其他代表一起提出改善乡村办学
条件、化解城区大班额的建议。 近两年益阳市、县
（区）两级出台一系列有效制度，乡村学校的办学
条件大幅改善， 城区学校的大班额问题基本解
决。

� � �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杨卫星 肖
星群)7月10日，涟源市湘剧院座无虚
席，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湘籍著名
作家韩少功为2019年“涟水大讲堂”
开讲第一课。

韩少功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
语言，讲述了《文学与湖湘文化》，深
度解读了湖湘文化这种具有鲜明特
征、相对稳定又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
化形态；旁征博引，用独特的视角讲
述了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
建构的湖湘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讲

述了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
的孕育， 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
后， 在近代造就的“湖南人才辈出”
“无湘不成军”等盛誉；讲述了湖湘文
化的继承与发展。

“涟水大讲堂”自2018年开讲以
来已举办多期，内容涉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音乐艺
术、健康养生、地域文化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提升了城市
文化品位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素
质。

� � �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通讯员 黄
乙珊 记者 胡宇芬） 由湖南省科协、
湖南省教育厅主办的2019年青少年
高校科学营湖南营，昨晚和今天分别
在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开营。 来自山
西、天津、江苏、河南、湖北、广西及湖
南等地的435名学生营员、29名带队
老师以及志愿者参加活动，开始为期
7天的科学之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
荣军出席了湖南大学分营开营式并
举行了讲座。

2019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将于暑

期在全国53所重点高校相继开营。 湖
南营为营员们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内
容。 除安排参观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
验室、参观高速列车研究中心、“名师
讲堂———名侦探柯南的化学课”“科
技体验———一节课动动手”“国家干
细胞工程研究中心之旅暨名师大讲
堂”等科技活动外，还别出心裁安排
了“美丽中国———垃圾分类我先行活
动”，以提高同学们的垃圾分类意识。
据悉，湖南另有360名营员分赴北京、
上海等地参加科学营活动。

� � �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邹海贵 ）今天，南华大
学健康扶贫基地在涟源市古塘乡挂
牌。活动现场，南华大学向古塘乡卫
生院捐赠了价值308.26万元的医疗
设备， 并捐资80万元用于村级标准
化卫生室建设暨综合服务中心改扩
建工程。

根据南华大学与涟源市签署的
合作协议，双方将高标准建设健康扶
贫基地，致力于解决基层“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发生率。 南华大学将发挥医学资
源优势，帮助涟源市完善健康扶贫政
策措施，统筹整合资源，加强村医培
训；帮助涟源市做好贫困人口和群众

的健康服务、诊疗服务、帮扶救助等
工作；帮助涟源市开展地方病、常见
病的科学研究。

南华大学以工学、 医学为主，拥
有直属型附属医院4所、 协作型附属
医院11所，直属型附属医院临床教师
近3000人，是我省医护技人才培养的
重要基地。

� � �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通讯员 吴靖 肖茜予
记者 李传新）每年暑假，孩子们虽然已经放假，
但他们的眼睛比平时还劳累，医院眼视光中心总
是迎来配镜高峰。 专家提醒：预防近视要从零岁
做起。

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视光部今天举行《青
少年近视防控》健康讲座活动。 省人民医院眼二
科主任沙莎说， 孩子近视的预防要从零岁做起，
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让孩子过早接触电子产品，
从小应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时间，接触足够
量的大自然光线，确保眼睛健康生长发育；还要
避免连续近距离用眼，每隔30至40分钟让眼睛休
息10分钟；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每次使用
不超过15分钟，一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培养正
确的读写姿势，使用良好照明；保证充足睡眠，减
少糖分摄入，补充维生素A。

对于市场上流行的护眼灯能护眼、OK镜能
治愈近视的说法，沙莎认为，这些说法并不科学，
部分护眼灯光线谱里可减少蓝光， 减缓视疲劳，
但对近视的防控没有绝对价值，科学的用眼方法
比各类护眼灯更能有效预防近视。 至于OK镜，也
就是角膜塑形镜，主要通过夜间佩戴，改变角膜
形态的方式来治疗近视。 OK镜可以起到延缓近
视发展的辅助作用，但不能治愈近视，佩戴OK镜
有以下几个条件：孩子8岁以上且近视度数在600
度以下，无眼部疾病、眼部炎症等方可适配。 国家
对OK镜有严格的监管，佩戴OK镜必须要有医生
的处方。

“这里的孩子更需要我”
———记益阳市赫山区新市渡镇中心学校教师李丽萍———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

韩少功做客“涟水大讲堂”
解读《文学与湖湘文化》

2019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湖南营开营

南华大学在涟源高标准建设健康扶贫基地
致力于解决基层“看病难、看病贵”，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暑假“小眼镜”扎堆
专家提醒：预防近视要从零岁做起

� � � � 6月20日， 李丽萍在辅导学生做课后作业。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