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李文） 4 月 8 日， 株洲
醴陵市 180 余名医务工作者参加了由
醴陵市卫计局主办的基层中医适宜技
术培训班仪式。 此次培训班为期 3 个
月， 旨在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镇卫
生院的学员掌握 10 项以上中医药适
宜技术， 村卫生室的学员掌握 4 项以
上中医药适宜技术。

该市出台了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建设实施方案》 等文件， 全力实施
“三百工程” （即： 通过 3 年的努力，
每年配套 100 万专项经费用于发展基
层中医药事业； 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培养 100 名中医适宜技术人员； 实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服务区建设
100％覆盖）。

�������近日， 湖南中医附一医院危急重症专科护理小组在该院进
行专题急救培训， 跟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参加培训的是该院
的导诊、 保安、 护工等非医护工作人员， 培训重点围绕心肺
复苏操作技能进行， 让他们基本掌握胸外心脏按压和口对口
人工呼吸等心肺复苏技术。 通讯员 贺良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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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有这样一个人， 她爱岗敬业，
恪尽职守， 怀着对生命的挚爱始
终奔走在防控疾病的第一线。 她，
就是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
生物检验科科长张红。

张红 1990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
大学公共卫生检验专业， 5 年的
学习， 让她爱上了与病原体 “斗
智斗勇”， 主动选择了并不 “高大
上” 的微生物检验工作， 而这一
干就再未停下。 25 年间， 她先后
参加了湖南消灭脊髓灰质炎、 应
对 SARS、 高致病性禽流感 、 甲
流、 手足口病和埃博拉、 MERS、
寨卡病毒的防控工作， 为保障湖
南 7100 多万人民群众的健康奉献
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微生物检
测水平及疾病监测质量居全国前
列。

2015 年 6 月的一天早上， 张
红刚到办公室， 就接到紧急通知，
某学校发生不明原因的多名在校
学生集体感染性腹泻事件， 社会
各界高度关注， 学生家长情绪激
动， 当地疾控中心请求派省级专

家赴现场指导。 接到命令后， 她
立即与其他专家一道赶往事件发
生地。 负责带队到学校食堂、 食
品原材料供应商铺采集可疑食物
和环境样品， 到医院、 疾控中心
收集患者的排泄物等带回实验室
检测。 为尽快查明原因， 张红指
导大家应用传统的方法和先进的
快速检测技术同时开展多病原的
分离培养和检测， 不放过任何蛛
丝马迹。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就在
她们忙碌进行腹泻标本的检测时，
张红的手机又响起了， 长沙市疾
控中心接到报告， 一例赴韩国首
尔旅游的游客回长沙后出现咳嗽、
发烧等症状， 由于当时首尔正暴
发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 从疫区
返湘的发热患者必须采样进行排
查和隔离治疗。 她立即部署另一
战场 ， 标本送达时已是深夜 11
点 ， 经连夜奋战 ， 结果出来了 ：
阴性， 与长沙市疾控中心结果一
致， 警报解除。

作为科长和机动队队长， 无

论是上班还是休息， 无论是双休
日还是节假日， 发生疫情时， 张
红随叫随到。 近 3 年， 她先后参
与湖南省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现场
调查和实验室检测近 200 起， 累
计加班超过 100 天。

2014 年 10 月 14 日， 在出差
回家的路上 ， 张红接到湖南省
人民医院的求助电话 ， 一例不
明原因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的病
例已转入重症监护室 ， 急需查
明病因 。 张红在指导医院采样
后 ， 立即通知实验室做好收样
和检测准备 。 她下了高铁就直
奔单位 ， 通过对病例的血标本
同 时 进 行 多 种 病 原 体 的 检 测 ，
结合病例的蜱虫叮咬史 、 临床
表现 ， 最后确诊患者为新布尼
亚病毒感染 ， 为湖南省发现的
首例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病例 。 病因的及时明确为医院
采取更准确 、 有效的治疗措施
提 供 了 依 据 ， 治 疗 效 果 显 著 ，
患者痊愈出院。

湖南省卫生工会 供稿

与病原体斗智斗勇
———记湖南省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长张红

������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 通讯
员 周蓉荣 秦璐） 血友病患儿又称
“玻璃人”， 由于体内缺乏某些凝血
因子， 经常反复出血， 一个小小伤
口就会血流不止 。 在 4 月 17 日
“世界血友病日” 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 湖南省血友病儿童康复理疗救
助项目在湖南省人民医院正式启
动。

“按照血友病的发病率为 5-
10/10 万估算， 预计中国的血友病
人数达 10 万左右， 但当前登记在
册的仅占一成左右。” 湖南省人民
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主任贺湘玲表
示， 我国血友病患者的登记制度并
不完善， 导致很多患者不能得到及
时有效的治疗和帮助。

对于血友病患者来说， 预防治
疗比按需治疗能更有效地防止残
疾。 贺湘玲介绍， 如果能接受预
防性治疗， 这些儿童完全可以像正
常人一样生活。 比如说出血前注射
Ⅷ因子药， 每次只需要 1 瓶， 而出
血后注射， 可能就要 6 瓶了。 这个
病治起来就跟救火一样。 刚开始是
小火， 可能一盆水就能扑灭； 等火
越烧越大， 就得许多水才能扑灭。
因此， 早诊断、 早治疗非常必要。

据悉， 血友病虽属罕见病， 却
是罕见病中的 “大病种”。 为使血
友病患者不因经济负担沉重而放弃
或中断治疗， 该救助项目在湖南省
人民医院定点对患儿提供救助。 救
助对象是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 已
确诊为血友病的患儿。

������本报讯 （通讯员 佘丽莎） 4
月 18 日上午 ， 伴随着螺旋桨
急速的轰鸣声， 一辆直升机稳
稳地降落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空地上。 来自益阳安化的患者
姚先生 （化名 ） 乘坐私家飞
机 ， 仅用 35 分钟就到达湘雅
医院就诊。 随着空中医疗救援
时代的到来， 打 “飞的” 就医
走进现实， 更重要的是， 这将
为危急重症患者打通 “空中生
命线”。

62 岁的姚先生 （化名） 患有
糖尿病 20 余年， 最近受凉后反

复咳嗽多天， 已经发展成肺炎。
为减轻就诊途中的舟车劳苦， 姚
先生选择乘坐私人飞机从益阳前
来该院就诊。 飞机从益阳起飞
后， 35 分钟就安全降落在该院，
而驾车却通常需要 2个多小时。

“空中医疗救援在危急重症
患者的紧急救治中具有突出优
势， 最安全、 最快捷。 特别是对
于脑梗、 心梗等患者， 治疗黄金
时间即溶栓期一般是 6 至 8 个小
时， 当患者发病需要紧急救治
时， 时间就是生命。” 该院国际
医疗部内科主任姚佳梅表示。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正秋） 家住
怀化市鹤城区新桥社区的蒲女士最
近失眠半个月， 郁郁寡欢， 担心自己
患上了抑郁症。 4 月 7 日， 在心理专
家走进该社区开展的心理健康咨询
活动中， 通过专业医务人员的精心指
导， 蒲女士如释重负。

当日， 怀化市健康教育所组织该
市第四人民医院、 鹤城区健康教育
所、 鹤城区疾控中心、 鹤城区城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 20 余名医务
人员和志愿者， 来到新桥社区， 开展
了健康知识宣传和义诊活动， 共有
300 余位居名受益。

护工保安学急救

������本报讯 （通讯员 黎实 蒋思家 许
红亮） 4 月 17 日， 永州市江华瑶族
自治县涔天河镇茶园村 105 岁的邹运
龙老人， 看到两份县政府刚刚下发的
关于老年人依法享有的优待权利文
件， 笑得合不拢嘴。

该县下发 《关于建立基本养老服
务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 《高龄补
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凡具有
江华户籍， 年满 65 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 均可享受包含社会保障、 公共服
务等方面的优待规定； 年满 90-99 周
岁的， 每人每月发放 100 元 ； 年满
100 周岁及以上的老人， 每人每月发
放 400 元。 据统计， 全县为 20 名百
岁老人发放 2016 年度长寿补贴 9.12
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刘旺 ） 4 月 14
日， 长沙市望城区卫计系统举办了全
区各医疗卫生单位办公室主任、 信息
专干、 宣教专干培训班， 以提高卫计
系统的公文写作、 舆情应对、 新闻宣
传水平， 提升工作质量和运转效率。
培训班特别邀请媒体资深编辑和区政
研室有关同志分别就 “新闻创造价
值”、 “综合材料写作技巧、 公文写
作和处理”、 “媒体宣传与舆情应对”
等内容进行专题讲座。

劳模风采 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