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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佘丽莎） 早上入院 ， 当天手术 ，
傍晚回家， 一天就能全搞定， 且
费用大大降低……6 月 5 日， 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日间手术中心正式
运行， 胆囊的切除术、 静脉曲张
结扎术、 三叉神经痛介入治疗等
数十种常见病手术治疗， 都能在
这里完成。 该中心是湖南省首家、
同时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日间手
术中心。

该院院长孙虹教授介绍， 日
间手术是指患者在门诊完成各项
检查后当天即住院手术， 通过术

后治疗和观察， 能在入院 24 小时
内达到出院标准的手术新模式 。
日间手术主要针对病情不复杂 、
身体条件好的患者， 手术主要采
用常规术式， 相对简单、 风险小、
恢复快。 患者术后能快速恢复进
食， 不需要特殊术后护理。

日间手术由于大大减少了患
者住院时间， 其辅助用药、 检查
项目也相应减少， 能为患者节省
下大笔费用和大量时间。 如胆囊
结石手术， 病人以往需住院 5 天，
手术治疗费用可能需要 1.5 万元左
右。 通过日间手术， 现在治疗费

用可控制在 8000 元以内。 目前湖
南省医保患者实施日间手术， 门
诊检查费用可按比例报销， 随后
新农合也即将出台相应对接政
策。

据悉 ， 该中心开设床位 50
张， 配套有预约接待中心、 术前
等候区、 8 间手术室、 麻醉复苏室
等。 已开展日间手术病种包括胆
囊结石 、 胆囊息肉 、 疝 、 痔疮 、
大隐静脉曲张、 胆道镜取石、 甲
状腺、 包茎或包皮过长、 肾输尿
管结石、 腱鞘囊肿、 乳腺良性肿
块等。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婕） 要想尝得 “舌
尖上的美味”， 必先确保 “舌尖上的安全”。
今后， 长沙市民及国内外游客将可以在坡
子街美食街吃到更安全放心的食品。 6 月 5
日， 长沙市 “食品安全诚信节俭示范街创
建活动” 正式启动， 将以坡子街为示范，
实现 “每区有示范， 逐街出精品” 的目标。

据了解， 此次活动重要内容之一为
“亮证经营”， 即示范街内所有餐饮服务单
位必须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建立统一的公
示栏， 公示餐饮服务许可证、 食品安全等
级公示牌、 食品安全承诺书、 从业人员健
康证、 本店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及主要
食品原材料来源清单。 消费者进入食品安
全诚信示范街， 只要看一下门口有没有
“亮证”， 就知道能否安全享用美食。

������本报讯 （通讯员 刘金红） 近
日， 长沙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二病
室成功为一名脾巨大囊肿患者实
施了全腹腔镜脾切除术。

家住岳阳湘阴的患者李先生，
自觉胸部胀痛不适 3 个月， 因转
移性右下腹疼痛 3 天来该院就诊。
CT 检查发现其近脾门处有一个
16×20×20 立方厘米脾脏巨大囊肿，
不排除恶变可能， 医生决定实施
全麻下腹腔镜脾脏切除术。

该手术先行切断脾结肠韧带
和脾胃韧带， 凝固切断胃短血管，
然后游离出脾动脉， 用生物钛夹
夹闭后离断， 再游离出脾静脉并
夹闭离断 ， 最后切开脾膈韧带 ，
将脾脏自辅口取出。 标本送检回
报为良性囊肿病变伴感染。 整个

手术过程不到 2 小时， 李先生当
晚即下床活动， 术后恢复良好， 5
天后出院。 手术医生徐大勇介绍，
该手术病人痛苦小， 住院时间短，
术后并发症小。

该院普外二科主任、 主任医
师胡宪明介绍， 该院正在积极开
展此类手术， 目前已成功用于治
疗肝硬变， 各种血液病的脾功能
亢进， 脾脏疾病： 如脾的良性肿
瘤、 脾包虫囊肿、 脾囊肿、 脾梗
死、 脾脓肿、 遗传性红细胞增多
症 、 血栓引起的血小板性紫癜
等 。 但由于脾脏组织较脆 ， 易
碎、 易出血， 而巨脾切除术更加
困难， 手术风险极大， 所以在全
国开展此类手术的医院还不是很
多。

������本报讯 （通讯员 兰文革） 6 月初， 湘
南学院附属医院第一期 “医生讲坛 ” 、
“护士讲坛” 相继开讲， 拉开了该院讲坛
文化的序幕。

第一期 “医生讲坛” 由该院院长谭东
辉主讲， 题目是 《医生成长的基础———
难忘的病例》， 全院医师、 医技及医疗管
理人员 170 余人参加了听讲 。 主讲人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 ， 列举多个典型病例 ，
从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给广大
医护人员启发教育甚至提醒警示， 教育
医护人员一定要培养良好的业务能力及
医患沟通能力， 培养信心、 细心、 责任
感， 并且注重细节。

������本报讯 （刘晓民） 今年以来， 株洲市
攸县中医院启动 “心暖心” 服务提升计
划， 积极推进医院服务提质提效， 不仅让
患者享受到医院优良的医疗技术， 同时也
让患者享受到 “家” 的服务。

68 岁的刘伏仔是该县槚山乡的一位五
保户， 今年 4月他因患膀胱结石在该院住院
治疗。 手术后， 每天都有专门的护士帮助老
人擦身、 洗衣。 有一天， 刘老半夜醒来， 尿
管里的尿液流出， 为其查班护士发现情况
后， 立刻和同事找来干净棉被为老人换上，
还端来热水为其擦身、 换衣。 科室医护人员
还每天从自己家里煲汤带给刘老， 帮助老人
补充营养。 “比亲人还亲哪， 在这里， 我们
住着舒服。” 刘伏仔无限感激。

��������6 月 2 日， 新一轮特大暴
雨席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泸溪县， 暴雨致该县 10 个乡
镇受灾严重， 县卫生局快速反
应， 组建医疗队， 全力赴灾区
开展抗洪救灾医疗救治和卫生
防疫工作。 图为防疫人员正在
居民家中进行卫生消毒。

通讯员 张玉秀 摄影报道

全国最大日间手术中心在湘开放

长沙市第一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康） 笔者 6 月 5
日从岳阳市卫生监督中心获悉， 3 月份以
来， 该中心组织对市县 （市） 区各医疗机
构放射工作单位和部分企业的 400 多名放
射工作人员发放了个人剂量卡， 进行了今
年的个人剂量监测， 在市直管的医疗机构
放射工作人员中监测率达 100%， 岳阳市
的个人剂量监测率达 82%。

据介绍， 通过开展个人剂量监测管理
工作， 可有效保障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
提高放射工作人员自我防护意识， 杜绝有
害职业健康的事件发生。

灾后防大疫

在全国，很多中老年骨病患者用了千年活
骨膏后，关节不疼了，走路灵活了，腿脚利索
了，连经常卧床不起、关节变形导致生活无法
自理的老病号使用后也惊叹不已。 千年活骨膏
正以神奇的疗效不断的给骨病患者带来康复
希望。

不同于百病都治、仅靠多买多送诱导患者
的橡皮膏、止疼膏，【千年活骨膏】是由89岁“骨
病泰斗”薛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以跳伞
员腰膝关节病为课题， 精选36味道地药材，浸
香油12时辰祛过敏，纯手工熬制而成，膏体黑
亮如镜， 经国家正式批准的正宗手工黑膏药，
独创“膏穴治骨疗法”，让很多骨病患者无需手
术、吃药，就能治好膝关节、颈腰椎病！

凡“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骨刺、滑膜炎、髌
骨软化、半月板损伤”等症，不论患病多久，使

用【千年活骨膏2号贴】，按说明贴敷膝眼、委中
等特定穴位，药物打通阻塞经络，直达病变部位，
激活破骨细胞，钝化骨刺、消除韧带钙化粘连、膝
关节腔无菌性炎症，在成骨细胞的作用下，营养物
质修复软骨、滑膜、半月板等组织，短期内关节屈
伸灵活，跑步、锻炼逐渐恢
复正常。

【千年活骨膏 3号
贴】专治：股骨头坏死、
塌陷、疼痛、髋关节脱位
扭挫伤、行走困难、下肢
肌肉明显萎缩、 股骨头
置换术后功能恢复等。

薛院长提醒：夏季骨病有所缓解，此时切
勿放松警惕，及时治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本
品干净卫生抗过敏，还不影响洗澡。

膝关节 股骨头坏死薛院长
60年专治
★内部60年临床验证 ★ 治一个笑一个 ★ 骨病患者不再手术!★

400-077-8836��0731-82150120专家
热线 五一平和堂 东塘平和堂

全国唯一指定湖南专销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
员 王红艳） 湖南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6 月 8 日启动 “预
防疾病， 守护健康 ” 公益大
讲堂活动 。 湖南省疾病预防
专家王长江教授在首场讲座
中介绍说， 接种疫苗是预防
疾病最重要 、 最经济 、 最有
效的手段。

据了解 ， 当前呼吸道疾
病是发病最广 、 发病人数最
多的疾病 ， 而肺炎又是其中
最难治疗的疾病之一。 目前，
肺炎已经成为 80 岁以上老年
人病故的第一位原因；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肺 炎 发 病 率 为
25%， 死亡率高达 20%； 据湖
南省儿童医院 2012 年统计 ，
肺炎占儿童住院病例的第一
位， 高达 19%。

肺炎最基本的治疗办法
是使用抗生素， 但由于抗生
素的滥用， 耐药性问题越来
越严重， 导致肺炎治疗费用
越来越高， 死亡率同步上升，
社会负担加重 。 王长江说 ，
要预防肺炎发生 ， 接种肺炎
疫苗是最经济 、 最有效的措
施。 老人和小孩是肺炎的高
危人群， 更应该积极接种疫
苗来预防肺炎。

据介绍 ， 这一讲堂将通
过逐步常态化模式的健康知
识讲座， 向市民传播 “预防
为主” 的防病理念。

湖南省疾病控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