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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周启林） 4 月 28 日， 湖
南省庆祝 “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劳动模范
和优秀工匠大会在长沙举行， 会议表彰了湖南
省 2017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奖章的单
位和个人。 其中， 湖南卫生计生系统 4 名医务
人员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他们分别是长沙市
第四医院急救站主治医师李良义、 邵阳市中心
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张辉、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 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
主任医师秦付保。

湖南 4 名医务人员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教授， 主任医师， 湖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
肠科主任。 全国中医肛肠学
科名专家、 全国中医肛肠学
科先进名医工作室专家、 中
华肛肠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
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肛肠分会
常务理事， 湖南省名中医，
湖南省中医、 中西结合肛肠
学会顾问、 荣誉会长， 湖南
省外科学会肛肠学组副主
委、 湖南省外科学会委员。

本报社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69号新闻大酒店 30楼 总编辑：涂新山 广告经营许可证：430000400167号
新闻热线：0731-84326251 订报热线：0731-84326226 广告热线：0731-84326448 本报每周二、周四出版 全年订价：120元 零售价：1.50元 印刷：湖南日报印务中心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43—0036
http://hunan.voc.com.cn
全国邮发代号41—26

中国知名专业报品牌
全国十佳卫生报

２０17年5月4日

星期四

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更多健康资讯 请扫描二维码
本报微信名： 大众卫生报
本报微信号： dzws001

第2431期

》 》》详见今日本报 03 版通讯《一指探乾坤 有效疗顽疾》

湖湘 医

������本报讯 ( 通讯员 余志林) 4 月
25 日至 5 月 1 日是全国第 15 个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 4 月 28
日，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省安全监
管局 、 省总工会联合在蓝思科技
(长沙)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2017 年湖
南省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主题
活动， 主题是 “健康湖南， 职业健
康先行”。

当前，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工作
面临的形势严峻， 尤其是局部地区，
历史遗留的职业危害问题比较突出。
2016 年全省 14 个市州职业病统计
报告， 全省发生各种职业病新病例
2724 例 ， 其中尘肺病例 2303 例 ，

占职业病报告总数的 84.54%， 急性
职业中毒 18 例， 慢性职业中毒 354
例， 物理因素等其他职业病 49 例，
职业危害控制和健康监护工作有待
进一步加强。 然而， 目前全省只有
1359 家企业开展了健康监护， 完成
职业性健康检查的比例还比较低，
企业在对职业病防护方面的意识和
投入还远远不够。

湖南省卫计委副主任方亦兵介
绍， 湖南省在尘肺病诊断、 治疗、
救助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在全
国率先打响尘肺病农民工健康脱贫
攻坚战。 按照省政府要求， 省卫生
计生委、 省人社厅、 省财政厅等五

部门全面启动了尘肺病农民工基本
医疗救治救助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
家和省 “十三五 ” 职业病防治规
划， 湖南省将不断提升职业病防治
能力， 切实加强职业病的检查、 治
疗和管理工作， 有效保护劳动者的
身体健康和权益。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张贻
瑞主任医师表示， 湖南是有色金属
之乡， 这是导致职业病新增人数，
特别是尘肺病高发的重要因素。 张
贻瑞认为， 预防职业病是关键因素，
要从三方面引起重视： 首先， 劳动
者要认识职业病的危害性， 了解、
掌握职业病的防治方法； 其次， 劳

动者在工作过程中， 一定要遵照相
关操作规定， 学会保护自己； 此外，
用工单位也应按照相关章程， 做好
劳动者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
的职业健康体检， 这是用人单位的
责任， 也是劳动者的权力。

除了尘肺病高发， 目前噪声性
耳聋、 中毒病人也呈增长趋势。 湖
南省职业病防治院中毒科主任、 主
任医师赖燕提醒， 在噪声环境下作
业时， 应正确佩戴防噪声耳塞或防
护耳罩， 这样可以降低噪音分贝；
很多化学物品， 大多含苯及化合物，
长期不注意规范接触可能导致职业
病， 危害人体健康。

湖南尘肺病占职业病八成以上

健康湖南 职业健康先行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4 月 28 日， 中华医
学会科学普及分会副主任委员宋维等 4 位省内
外专家， 分别将中华精准健康传播基地、 心肺
复苏学医教研基地、 腹部心肺复苏应用转化基
地、 全国心肺复苏普及进亿家精准健康工程建
设单位等 4 块牌匾， 授予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至此， 该院成为湘潭地区首家 “全国
心肺复苏普及进亿家精准健康工程建设单位”。

该院急诊科主任胡艳娟表示： 一定要按照
中华医学会和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的要求， 高
标准、 高要求地完成 “三基地” 的建设； 要加
强与国内名院名医的联系， 多向先进单位学习；
大力开拓本地联系， 发动全市同行医护， 共同
把 “心肺复苏” 普及工作做得更好， 为健康中
国出力。

据悉， 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 2015 年底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启动了 “全国心肺复苏普及进亿
家健康工程”， 旨在大力提升基层卫生院社区服
务中心医疗机构人员的健康素养与急救技能，
逐步实现千万民众心肺复苏普及、 急救技术进
入亿万家庭的目的。

王爱华
肛肠科专家

������爱的回报， 点亮生命之灯。
两年前， 刘福 （化名） 妻子意外
离世后， 捐献的器官延续了 3个
人的生命。 而当终末期矽肺病威
胁刘福生命的时候， 一位陌生人
去世后把肺捐献给了他。 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近日为付出爱心又
收获爱心的他成功完成肺移植手
术， 并免除手术和治疗费用。 5
月 2日， 记者从该院了解到， 植
入的肺已经开始工作了， 刘福身
体正在逐步恢复， 目前已能自己
进食、 下床活动。

46 岁的刘福是娄底涟源人，

年轻时曾长期从事井下工作， 患
矽肺病 19 年了。 2015 年 9 月，
刘福的妻子从二楼失足坠落， 送
到医院被诊断为脑死亡。 和家人
商议后， 刘福做出一个令人感动
的选择： 捐献妻子的肝脏和双
肾， 去救助需要帮助的人。

妻子离世后， 刘福病情加
重， 被当地医院诊断为双侧矽
肺终末期， 需进行肺移植。 今
年春节后不久， 刘福病情进一
步恶化， 湘雅二医院胸外科立
即将他接来医院， 一边治疗，
一边等待供体。 4 月 27 日， 一

位捐献者的肺与刘福配型成功，
该院副院长、 器官移植中心主
任袁运长教授以及陈名久副教
授等医生一起， 连夜为其进行
肺移植手术。 经过 5 个小时的
紧张施术， 手术成功完成。

“先是捐献器官救助了别
人， 现在又接受捐赠， 获得新
生。 之前是 ‘储蓄 ‘爱心， 现
在获得 ‘回报’， 我们这个捐献
的系统， 相当于一座 ‘爱心银
行’。” 袁运长形象地说。

记者 尹慧文 通讯员王建新

两年前，妻子器官救三人
现如今，他人器官救丈夫 爱的回报

全国心肺复苏普及进亿家
精准健康工程建设单位落户湘潭

“一滴血可测癌”存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