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 通讯员 武海亮） 12
月 22 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启动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 “巩固年” 宣传动员会。

今年初， 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联合颁布了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湘雅医院结合自身实际， 制定了为期 3 年、 分为
“提高年” “巩固年” “推广年” 3 个阶段的服
务改善方案， 调动全院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来改善
服务。 行动计划开展近一年来， 该院按照 “提高
年” 的工作方案， 从规范诊疗行为， 保障医疗安
全， 创新护理管理模式， 合理调配诊疗资源， 优
化就医流程，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采取了一
系列新措施， 取得初步成效： 全力推进预约诊疗
服务， 提供多渠道、 全方位的预约方式， 实施实
名制分时段预约、 错峰就诊； 开通 “六位一体”
新媒体服务平台； 建立了国内医院规模最大的
24 小时呼叫中心； 采用 “一卡通” 看病模式，
提高了门诊就诊效率； 开设院前准备中心， 将全
院普通病房进行集中预约， 缩短病人候床时间，
协助临床科室安排病人高效、 便捷入院。

该院党委书记肖平表示， 在 “提高年” 取得
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 该院将继续坚持以病人为
中心， 以问题为导向， 以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
感受为出发点， 围绕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反映比较
突出的医疗服务问题， 加强监管、 优化评价， 凝
心聚力， 稳步推进相关工作 ， 实现 “巩固年 ”
“推广年” 制定的短期目标。 并在更长的时期内，
狠抓医院的文化建设， 浓厚医院人文氛围， 提高
医务人员素质， 让每位患者都能放心就医。

�������本报讯 （通讯员 彭萍 彭
翠娥） 12 月 19 日， 2015 年湖
南省肿瘤医学论坛在长沙开
幕， 本次年会主题为 “中西结
合， 优势互补， 精准治疗， 加
强转化”。

大会主席之一、 湖南省肿
瘤医院院长刘景诗介绍， 本次
论坛分设中医肿瘤 、 医院统
计、 头颈肿瘤和消化道肿瘤四

大专场， 共举办 14 场专题学
术讲座， 涵盖国内外肿瘤最前
沿、 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湖南省肿瘤医院党委书
记周晓介绍 ， 对比往年 ， 本
次论坛的一大亮点便是参加
此次消化道肿瘤学术年会的
省内外专家达到 300 余人 ，
特别邀请了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 （研究院 ） 病因及

癌变研究室主任 、 中国工程
院院士林东昕教授领衔 。 大
会以 “消化道肿瘤的规范化
治疗、 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
为重点 ， 瞄准当前肿瘤诊疗
热点焦点 ， 分析消化道常见
肿瘤基础及临床研究中面临
的重大问题 ， 促进肿瘤治疗
规范化 、 个体化 、 综合诊疗
理念的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
讯员 龚小玲 任伟时） “意外
怀孕后， 多少天做人流手术比
较合适 ？ ” 12 月 22 日下午 ，
在湖南师范大学国际学术报告
大厅 ， “全国生殖健康大讲
堂” 入湘开课， 授课专家现场
与 300 余名大学生玩起了互
动。 有的同学答 90 天， 有的
答 30 天 。 专 家 给 出 答 案 ：
“35 天至 50 天。 此时女性子
宫壁比较厚， 孕囊容易取出。
当然， 人流术前必须由医生做
B 超确诊为宫内孕。” 专家同
时强调： “千万不要把人流手

术当作避孕节育的措施。”
当日， 由仙琚阳光天使基

金会携手中国人口宣教中心，
联合湖南省卫生计生委药具管
理服务中心等单位， 在湖南师
大正式启动 “全国生殖健康大
讲堂” 活动， 共同拉开了全省
“高校生殖健康促进项目” 序
幕。 当天的启动仪式后， 在湖
南师大开设第一堂课， 随后逐
步覆盖省内各高校。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药具管
理服务中心主任罗志强说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婚前性
行为、 未婚意外妊娠、 性传播

疾病及艾滋病等逐年加剧， 逐
步发展成为青少年生殖健康面
临的三大社会问题。” 据统计，
全国每年 1300 万例人工流产，
2/3 是 20 至 29 岁的未婚人群，
重复流产占 30%； 2015 年前
10 个月， 湖南共查出患艾滋病
4341 人， 其中学生 154 人， 大
学生生殖健康成为政府公共服
务优先关注的目标。

仙琚阳光天使基金会理事
长叶才生透露， 未来三年将在
全国各高校 、 社区进行 2000
场次的宣教活动， 让 2 亿以上
的人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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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生殖健康大讲堂”
开进湖南高校

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 40 岁的李
先生，胸口时常感到胸闷、胸痛，到各
大医院去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
题，就没在意。 直到 2014 年底，他胸
闷、胸痛加剧，胸口常有烧灼样疼痛，
稍稍走一点上坡路，就呼吸困难，胸口
痛得要命，要休息好半天才缓过劲来。
李先生这时才感到病情的严重性，赶
紧来到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 经
医生初步诊断为：冠心病、心绞痛。 李
先生随即转入该院介入治疗中心进
一步确诊和治疗。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介入治疗中
心拥有强大的专家团队和先进的仪
器设备。 心脏介入术是微创性经皮导
管技术， 在 X 光透视引导下， 将心
导管通过外周血管送入心脏或大血
管， 进行诊断和治疗心脏、 大血管病
变的侵入性技术。 患者可以从造影设
备上方的电子屏幕上清晰的看到检查
的过程。

经介入中心血管造影仪检查发
现， 李先生的心脏有两支重要的血管
狭窄， 原本有火柴棍大小的血管， 有
一段细得只有一根棉线粗细， 发生了
严重的狭窄， 造成大面积心肌缺血，
如果不及时治疗， 随时有可能出现心
肌梗死， 必须马上做心脏介入手术。
中心专家组经过认真讨论， 将为李先
生施行 “经皮球囊冠脉成形术＋支架
术”。 在手术过程中， 李先生通过造
影设备上方的显示屏亲眼看到自己的

血管被扩张， 然后置入两个支架， 胸
闷、 胸痛的感觉立即消失了， 手术非
常成功。 术后， 李先生便可以自己下
床， 轻松自如地走回病房， 恢复一周
后康复出院。医生特别提醒李先生，尽
管目前治疗冠心病、 心脑血管疾病有
了很多治疗方法， 但预防才是健康之
道。血脂异常是导致动脉硬化引起心、

脑血管硬化狭窄的“祸首”，低脂饮食
和运动是防范的法宝。

“我们的专家团队以技术上的高起
点开展心脏介入治疗，‘经皮球囊冠脉
成形术＋支架术’ 比传统的方法对技
术的要求更高、 对医师操作技能要求
也更高。与传统的治疗手段相比，介入
治疗具有不良反应小、见效快、术后生

活质量高等优点。”介入中心主任邓兆
旭欣慰地说。一是冠脉造影，将导管送
入主动脉根部的左、右冠脉口，注射造
影剂， 在 X 光下直接观察冠脉形态，
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二是球囊
扩张冠脉成形术， 经外周动脉送入球
囊导管，置球囊于动脉狭窄病变处，将
动脉狭窄处扩张，使血流畅通；三是冠
内支架术， 球囊扩张冠脉成形术后容
易再狭窄， 冠脉支架是一可膨胀网状
金属结构，起支撑血管的作用，使血管
保持畅通。 传统的冠脉造影和支架置
入术，是从大腿的股动脉穿刺，手术损
伤较大，术后必须抬送回病房，且需要
24 小时平卧， 同时容易发生血肿、肺
栓塞等并发症。采用桡动脉穿刺法，对
病人术后并发症少，几乎没有痛苦，只
要在病人手腕穿刺处加上一个手表大
小的压迫器即可， 病人就可以自己走
回病房，不需抬送。

———记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介入治疗中心 ·何安平

为病人心脏“介入”健康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介入治疗中心”将逐步开展一系列治疗项目：1、
经桡动脉冠脉造影及支架置入术，针对心绞痛、心肌梗塞；2、开展心动过
速、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术，针对室上性心动过速、房性心动过速、房颤等；
3、永久性起搏器的心脏置入，针对心动过缓问题解决；4、不开胸先心病的
封堵术，术后第二天即可下地，三天出院，创伤小、痛苦轻，费用低，是先心
病儿童的福音；5、普通介入：应用于妇科的子宫肌瘤栓塞术，通过栓塞瘤体
血管，使瘤体萎缩，不用开刀和切除子宫；6、肝癌、肺癌、食道癌等介入手
术；7、脑血管造影、脑血管支架置入，解决脑梗塞问题。

相关链接

专家正在为患者做介入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