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谢嘉）
性教育， 在小学课堂上基本是
空白， 一般到中学才涉及， 且
内容也极少。 但如今， 针对小
学生的性教育问题已经无法回
避。

近日， 株洲市荷塘区月塘
街道水竹社区开展“婚育新风
进校园” 活动， 专家在星光小
学普及性教育时， 该校六年级
的学生们纷纷举手踊跃提问，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害羞， 大部
分家长也认为性教育很有必
要。

株洲性教育
进小学校园

■门诊新闻

■健康快车

本报讯 （记者 魏静
通讯员 汤雪） 由于没有
产检意识， 近日， 34 岁
的孕产妇郑女士因临盆
前抽搐昏迷被紧急送往
长沙市中心医院， 连累
肚 里 的 小 宝 宝 “很 受
伤”。

3 月 14 日傍晚， 怀
孕已十月的郑女士突然呕

吐、 气促， 数小时后症状
加重， 并开始抽搐， 后一
度昏迷， 当晚 11 时许，
家人将其送往长沙市中心
医院进行抢救。 据记者了
解， 郑女士来自邵阳隆
回， 和丈夫一起在长沙火
星镇附近租了间小房子，
靠种菜为生。 郑女士在这
之前还孕有两胎， 都是找

乡下接生婆接生的， 由于
经济条件有限， 从未做过
相关产检， 对孕期保健知
识知之甚少。 入院时， 郑
女士患有重度子痫、 急性
左心衰、 肺水肿等， 经过
紧急的剖宫产抢救， 母子
均已脱离生命危险， 但由
于母亲的“无知”， 宝宝
在子宫内曾严重窒息， 脑

部、 多脏器都存在损伤。
长沙市中心医院产科

护士长王良辉介绍， 重度
子痫由妊娠期高血压引
起， 妊娠期高血压是导致
孕产妇死亡的一大“杀
手”， 严重损害母体和胎
儿的身体健康。 她建议，
准妈妈们除了定期产检，
有心脏病、 糖尿病、 肝
炎、 贫血、 高血压等疾病
的孕产妇， 还需要在孕期
进行严密监测， 必要时入
院接受治疗。

日前， 新型智能售套机亮相湖
南。 它通过识读二代身份证为育龄
人群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实现 24
小时向服务对象提供自助式产品，
并自动采集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
据长沙市药具站负责人介绍， 目前
该机器已分别在郴州、 长沙各投放
4 台， 预计 2 年内在全省推广普
及。 图为 3 月 25 日， 一市民在长
沙市书院南路 189 号省红十字会大
厅内用二代身份证领取计生药具。

通讯员 李芸霞 龙雪娥
摄影报道

早上刷牙出血
是怎么回事？
137****8658： 男， 39 岁，

早上刷牙老出血， 有半年时间
了， 这是怎么回事？

长沙市口腔医院主任医师
蔡惠： 牙龈出血的原因很多，
一般分为局部性和全身性两
种。 建议首先检查是否有血小
板减少的可能，其次，缺乏维生
素 C 也有可能。 还要注意是否
有肝功有异常，缺乏维生素 K。
平时要注意口腔卫生， 饭后漱
口，多吃水果蔬菜。

阴道干燥该怎么办？
186****7992： 我今年 27

岁， 月经来之前几天总感觉引
道干燥， 不舒服。 请问是什么
原因？ 该怎么治疗？

山东省乳山市人民医院妇
产科医师杨淑卿： 你的情况属
于分泌物偏少的情况， 注意观
察平时是否有性生活疼痛现
象， 如有， 则建议去医院详细
检查。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缺
乏维生素 B2， 平时可多食些富
含维生素 B2 的食物如奶类及
其制品、 动物肝肾、 蛋黄、 鳝
鱼、 胡萝卜、 香菇、 紫菜、 芹
菜、 橘子、 柑、 橙等。 还可按
时适量服用维生素 B2 片， 每
日 3 次， 每次 10 毫克， 至症
状改善后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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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重点综合（专科）医院专家门诊指南

湖南省脑科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 咨询电话：85214354）

欧细平 教授
罗百灵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特约电话： 84327109）

周一二（全）三（下）四（上）
周一二（上）四（下）五（全）

心血管内科
呼吸内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特约电话： 85295022）
肾内科
呼吸内科

罗季安 教授
周淮英 教授

周一二（全）四（全）
周三（上）四（全）

湖南省人民医院（咨询电话： 82278088）
心血管内科
骨科

曾书才 主任医师
黄象望 主任医师

周二（上）三（上）
周四（下）

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总机： 88883684）

皮肤科
肛肠科

刘斌湘 副主任医师
荣新奇 主任医师

周一二四五（全）
周一五（上）二（全）

周一二（全）
周一（全）
周一四（全）

刘志远 主任医师
黄红星 主任医师
刘秋庭 主任医师

骨关节科
神经外科
神经内科

湖南旺旺医院（咨询电话：82775315）

益阳市中心医院 （特约专线： 0737-4212931）

娄底市中心医院（特约专线：0738-8527216）

蓝山县中心医院（咨询电话：0746-2213579）
王幼萍 副主任医师
全顺球 副主任医师

周一（下）
周一至五（全）

儿科
中医内科

长沙星灿结石病专科医院（门诊办：8８１４２８８０）
龙洪熙 主任医师
王怀亮 副主任医师

周一三（全）
周二四（全）

泌尿外科
泌尿外科

普外科
产科
骨科
肝病科

李永国 主任医师
范革莉 副主任医师
李定国 主任医师
姚连辉 主任医师

周二四五（上）
周一四（上）
周一三五（上）
周一至五（全）六（上）

夏 大 副主任医师
刘丽君 副主任医师
杨安家 主任医师
范乐知 主任医师

心血管内科
内分泌科
肝病肠道科
中医内科

泌尿外科
妇科
中医科
消化内科

周立超 主任医师
王月容 主任医师
段小云 主任医师
仲晓阳 主任医师

周二（全）
周二（全）
周四（全）
周四（全）

周二五（全）
周二（下）四（全）
周二（上）
周三（全）

类风湿科
强直性脊柱炎科
红斑狼疮科

彭毅强 主任医师
刘竟芳 主任医师
杨学抗 主任医师
王曼知 主任医师

周一（上）
周一（上）
周一（全）
周二（上）

呼吸内科
老年病科
普外科
儿科

长沙市中心医院 （特约电话： 8５６６７８８７）

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 （咨询电话： 0736-7313027）
内科
骨科
普外科
疼痛专科

高绍庆 副主任医师
张丕胜 主任医师
朱从义 副主任医师
宋 海 副主任医师

周一二三五（全）
周四（全）
周三（全）
周一至五（全）六（上）

长沙市第四医院穴特约电话：88882922雪

湘潭泽民类风湿专科穴特约电话：0731-58281111雪

心血管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骨科

龚 浩 主任医师
万 燕 主任医师
胡 迅 主任医师
李伯平 主任医师

周二四（上）
周一三（上）二（下）
周一（上）二（下）三五（上）
周一（全）二四（上）三（下）

刘 文 副主任医师
杨智伟 副主任医师
康南嶽 副主任医师

节假日不休

本报讯 （通讯员 伍
西明 武海亮） 生存 16
年， 对于患慢性髓性白血
病 ( CML， 慢粒白血病 )
疾病患者来说， 曾是一个
非常奢侈的梦想。 而来自
长沙的陈先生， 患此症后
至今已度过了 16 年， 工
作生活几乎与常人无异。
医生介绍， 他的这种“奇
迹” 有望继续延续下去。

CML 是常见的恶性血
液病之一， 大概占到所有
白血病患者的 15%， 不治
疗的话， 病人的生存时间
一般不超过 5 年。 即使传

统化疗治疗， 一旦 CML加
速恶变， 患者多在数月内
死亡。

22 日上午， 中华慈
善总会格列卫全球患者援
助项目 （GIPAP） 湖南省
血液病医疗中心 （以下简
称中心） 在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挂牌成立。 这意味
着， 今后湖南的广大 CML
患者在该院治疗时， 在符
合相关适应症条件下， 均
可申请中华慈善总会 GI－
PAP 项目援助， 延续存活
时间。

“以往得了这个病，

就是再有钱也活不长。”
陈先生介绍， 他所认识的
CML 患者当中， 大多数存
活时间在 5 年左右， 主要
原因便是之前没有一种可
以控制病情的药物， 直到
格列卫的诞生。

湘雅医院血液科赵谢
兰教授表示， 目前国际公
认的 CML首选治疗方案是
药物靶向治疗， 而国内
CML 靶向治疗药物便是来
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和达
希纳， 分别用于慢性髓性
白血病的一线和二线治疗。

然而， 两种药品高昂

的药费曾把多数患者拒之
门外。 陈先生介绍， 他已
使用格列卫药物近 4 年时
间， 每个月的药物费用大
概 2.4 万元左右。 16 年下
来， 他治疗 CML 花费已
超过百万元。

中心成立后， CML 患
者在该院治疗时， 在医生
指导下， 如果患者符合用
药条件， 便可申请 GIPAP
项目援助， 即每年前 3 个
月药品自费 （共约 7.2 万
元）， 剩余 9 个月的药品
可由湖南慈善总会免费提
供， 价值 21.6 万元左右。

慢粒白血病可获慈善援助
每年可获赠价值高达 21万余元药品

忽视产检 孕妇临盆抽搐昏迷

新型售套机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