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丽君 付祥兰 罗忠
平） 近日，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医务人员勇
闯手术禁区， 用显微镜在只有拇指大小的
脑干上做手术， 为一位突发脑干出血而陷
入深度昏迷的垂危患者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4 月 26 日， 家住郴州市宜章县的程女
士忽然倒地不起， 呼之不应， 家人急忙将
她送往该院， 经检查被确诊为脑干出血。
据该院神经外科主任罗忠平副教授介绍，
一个人的脑干出血量超过 10 毫升以上时，
死亡率几乎高达 100%。 而当时已经深度
昏迷的程女士， 脑干出血量高达 12 毫升，
所有生理反射都已消失， 已处于濒死状
态。 罗忠平和主治医师邓人富以最快速度
做好手术准备， 为患者紧急实施了显微开
颅脑干血肿清除手术。

������本报讯 （通讯员 黄灿） 4 月 19 日，
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社区高岭村村部， 百
余名社区居民、 村医聚集一堂， 聆听长沙
市第一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 神经内科
名医工作室领衔人王爱民宣讲中风的防治
知识。

王爱民介绍， 中风已成为我国第一大
致残和致死疾病。 凡突发颜面部、 上下肢
或单侧肢体无力； 突发言语障碍， 或理解
力下降； 单侧或双侧视物模糊； 突发头
昏、 平衡调节障碍或行走困难； 突发不明
原因的头痛这些中风的早期症状必须足够
重视， 因为时间就是大脑！ “中风如若未
得到及时救治， 患者将以每分钟一百九十
万个神经元的速度丧失脑神经功能”， 如
果微笑、 举手、 言语测试任何一个异常，
就怀疑中风了， 必须赶快拨打 120， 抓住
溶栓治疗的黄金 3 小时， 抓紧时间送到有
条件的医院进入中风绿色通道紧急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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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邓梦玲 通讯
员 姚家琦 秦璐） 5 月 2 日是世
界防治哮喘日。 这天， 湖南省儿
童医院呼吸一科举行专家专访、
长沙市中心医院呼吸科名医工
作室举办 “哮喘的防与治 ” 主
题宣教及义诊活动时均表示 ：
哮喘是可防可控的。

哮喘是气道的慢性炎症性疾
病， 主要症状是呼吸困难 、 胸
闷、 咳嗽。 据湖南省儿童医院统
计， 该院 2016 年比 2015 年儿童
哮 喘 求 诊 人 数 上 升 35% ， 达
31000 余人 。 该院呼吸一科主
任、 主任医师饶花平介绍 ， 导
致哮喘患病率急剧上升的主要
原因有遗传、 环境和免疫。 20%
的哮喘患者有家族遗传史 ， 此

外， 呼吸道病毒感染、 吸入过敏
原、 气候变化以及家庭装修、 饲
养宠物等都可能诱发哮喘发作。

另据长沙市中心医院呼吸病
诊疗中心统计， 2016 年该院门
诊接诊的哮喘病人达 3500 人次，
其中部分病例迁延不愈， 总结其
原因， 主要是患者缺乏对哮喘的
科学认知， 治疗不及时、 不规范
所致。

长沙市中心医院呼吸病诊疗
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杨红忠表
示， 根治哮喘的关键在于持续治
疗、 规范用药和定期复诊。 哮喘
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般以
3 个月为一个周期。 初次诊断为
哮喘的病人， 建议每两周复诊一
次， 这样医生就能根据病人的症

状和肺部功能情况判断治疗和用
药是否合理。 目前， 哮喘治疗主
要依赖吸入药物治疗， 其中所含
的激素水平远低于口服药物， 是
相对安全的。

省儿童医院饶花平说， 尽管
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发病率正在逐
年上升， 但也不必过分忧心。 儿
童尤其是婴幼儿哮喘， 由于病程
短、 气道炎症轻， 病理改变往往
处于可逆阶段， 只要坚持长期、
规范、 持续、 个体化治疗， 就能
收效好、 预后佳。 一般来说， 3
岁以内起病的哮喘患儿， 无明显
个人或家族过敏史， 喘息反复发
作与呼吸道病毒感染相关， 坚持
科学治疗后， 90%的患儿可得到
长期缓解。

哮喘可防可控
专家提醒：治疗要长期、规范、持续、个体化

������本报讯 （记者尹
慧文 通讯员 张亚娜）
4 月 27 日， 湖南省预
防医学会健康教育与
促进专委会成立大会
在长沙召开 。 据悉 ，
湖南省预防医学会健
康教育与促进专委会
将积极开展健康教育
与促进公益活动和学
术活动 ， 提高人才队
伍素质 ， 促进健康教
育学术发展和学科建
设 ， 提高湖南省健康
教育与促进工作整体
水平。

据新当选的专委
会主任委员 、 湖南省
疾控中心党委副书记
李合锋介绍 ， 专委会
的成立 ， 将进一步推
动全省健康教育与促
进 工 作 不 断 向 专 业
化 、 学术化 、 规范化
发展 ， 对全面推进健
康湖南建设 、 促进城
乡居民健康素养的持
续提升有重要意义。

�������娄底涟源市高新区积极开展
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 通过广泛
宣传发动， 让外来流动育龄群众
实实在在享受优质、 便捷的惠民
服务， 深受群众欢迎。 图为该市
高新区开展流动人口“两癌” 检
查现场。
通讯员 张治国 吴达卿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袁桂湘 满峰)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计委直属机关团
委组织开展希望工程 “一元捐” 爱心捐赠
活动， 为困难青少年提供帮助和服务。

该团委采用书面倡议、 电话宣传、 网
络动员、 微信 QQ 引导等方式倡议团员及
干部职工进行爱心捐款。 微信红包转账捐
赠成为了此次捐赠的主要方式 。 50 元 、
100 元……一个个微信红包陆续进入团委
指定捐款微信账号， 仅 4 月 26 日一天就
收到微信红包爱心捐款 2227 元。

流动人口两癌检查

������本报讯 （徐玉芬） 由长沙市第
三医院骨科雷青主任和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脊柱外科王冰副主任等主
编的 《3D 打印技术在骨科的临床
应用与评价》 近日已由中南大学出
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是国内首
部 3D 打印技术在医学领域临床应
用的原创性专著 ， 中国工程院院
士、 南方医科大学钟世镇教授在百
忙之中为该书作序， 对该书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

该书整合了传统手术与 3D 打
印技术的新思维， 详细介绍了 3D
打印和智能数字化技术在骨科应用
的原理与方法， 首次以脊柱、 骨盆
髋臼、 髋膝关节、 四肢骨折、 足踝
畸形、 骨肿瘤典型病例为实例， 论
述了影像数据采集、 三维建模等医
疗处理过程， 3D 技术模型假体制
造， 手术应用过程和术后效果评价
等， 令人开拓思路， 阅之有效， 学
之有用。

������本报讯 （宁静 ） 4 月 25 日-26 日 ，
2017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 “九芝堂” 中药技
能大赛在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举行， 来
自省内 9 所高等院校的 27 名优秀选手同场
竞技。 湖南中医药高专刘晨、 姚思凡、 宾
子由三位参赛选手凭借扎实的功底一举获
得 1 个一等奖和 2 个二等奖。 刘晨同学更
是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名列榜首。 刘晨、 姚
思凡将作为排名前五的选手组成湖南省代
表队参加 5 月底在江苏举办的国赛。 该校
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已连续 6 年代表
湖南省队参加中药技能大赛国赛。

为什么人一患上
痛风病， 就会出现关
节肿痛、 神疲乏力、
厌食、 头痛？ 为什么
痛风患者会出现痛风
石、 关节变形活动受
限、 心肾衰竭甚至尿
毒症？ 痛风病的发病

根源又是什么？
在以前， 很多人认为治疗痛风主

要方法就是 “降尿酸”。 降酸方法用
了很多， 但并发症依然没有控制？ 因
为没有找到病根。 如果老痛风患者合
理饮食， 营养均衡， 注重养肝护肾，
会不会有利于健康的恢复呢？

为了将这一痛风调理的全新方案
向全国痛风读者普及推广， 特出版发
行了 《我与痛风战斗的日子》 一书。
书中重点介绍了痛风患者在调理中出
现的病症， 如何通过巧妙养肝护肾，
达到康复痛风病的实用方法。 该书语
言通俗易懂， 实为广大痛风读者不可
多得的健康宝典！

为了全面普及这种简单易学的健
康方法， 《我与痛风战斗的日子》 一
书开始在全国免费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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