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刘素凤） 5
月 3 日， 在娄底市中心医院 31
病室， 86 岁的吴老太谁曾想到
一个多月前， 一次摔跤就导致
老人全身 21 处骨折， 强烈的
疼痛感使得她完全不敢动弹。

3 月 27 日， 家住湘乡市壶
天镇的吴老太不慎摔倒， 无法动
弹， 被 120 救护车紧急送至娄
底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相关检查
结果显示， 老人全身多处骨折，
包括肱骨、 胫骨、 肋骨等 21处。
随后， 老人被安排住进了 31 病
室， 冠心病、 贫血、 下肢血管栓
塞再加上多发性创伤， 让老人的
情况愈发糟糕。 该病室主任黄暾
昇立即邀请 ICU、 心内科等科室
进行会诊。 专家会诊意见是将老
人转入 ICU 进一步治疗， 可老
人和家属强烈要求留在普通病
房。 31 病室团队决定和家属共
同承担风险， 黄暾昇和骨科医生
李腾飞好几天晚上都守在科室，
密切关注老人的病情变化， 同时
商定最佳的治疗方案。

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
下， 老人身体状况好转。 4 月
6 日、 14 日， 由黄暾昇、 李腾
飞等组成的手术组先后为老人
实施了左胫骨上段骨折切开复
位钢板螺钉内固定术和右肱骨
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手术
进行得非常顺利。

儿科医联体走进宁乡

������本报讯 （段斌） 5 月 13 日， 湘潭
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学术交流中心， 举
行志愿者和社会工作管理协会 （以下
简称社工协会） 成立大会， 全体志愿
者进行了 “尽己所能， 不计报酬， 帮
助他人， 服务社会” 的宣誓。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志愿者和社
工协会将全院志愿者划分为： 无偿献
血小组、 义务消防小组、 文体活动 (宣
传) 小组、 应急医疗救助小组、 导医服
务小组、 文明创建小组、 交通协管和
治安联防小组、 爱心救助小组、 义诊
咨询小组、 党员志愿者小组等 10 个小
组。 协会名誉会长刘群友和首任协会
会长杜君要求发扬 “奉献、 友爱、 互
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 有效地开展
各项志愿者和社工活动， 用点滴行动
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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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1日， 湖南儿科医联体 （湖南省
儿童医院———宁乡县人民医院） 指导医院
签约仪式在宁乡县人民医院举行。 今后这
家县级医院将加强与湖南省儿童医院在专
科建设、 双向转诊、 教学培训、 科研合作
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同时在其指导和帮助
下， 不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综合服务能
力， 更好地为基层百姓的健康服务。

通讯员 潘湘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超辉） 近
日， 衡阳常宁市中医院骨伤五科护
士滕湘晒出自己的一篇日常护理日
记， 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有一天前半夜， 滕湘所在科室
电话突然响起。 “准备床单， 有重
病人， 情况不太好。” 电话是值班
医师曾医生打来的。 她放下电话，
冲到库房， 抱起床单、 棉被飞一般
跑到病房 ， 赶紧把病床准备好 。
“病人为肋骨骨折和右胫腓骨开放
性骨折， 呼吸困难。 马上建立静脉
通道， 给予低流量氧气吸入。” 曾
医生一边推着病人进来， 一边紧急
下达口头医嘱。 在连接好氧气装
置， 给病人戴上氧气管时， 冷不
防， 病人挥起手给了她一巴掌打在
她脸上。 她的脸火辣辣地痛， 眼泪
一下涌了出来。 但透过朦朦泪眼，
看到病人痛苦的样子， 她也就顾不
上那么多， 用衣袖抹了一下眼睛，
赶紧为患者建立静脉通道……

事后， 病人父母过意不去， 歉
意地对滕湘说: “对不起， 孩子！ 让
你受委屈了！” 并拿出一个红包非
要她收下。 滕湘把红包退了回去。

����� “不在急诊科， 就在去急诊
科的路上”。 这是郴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写在自己
名片上的一句话。 这么多年来，
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急诊急救
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在多起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危难时刻， 他总
是冲锋在前。

2003 年春夏的 “非典 ” 时
期， 徐自强负责承担全市 “发热
病人” 的转运工作。 哪里有 “发
热病人” 的疫情报告， 哪里就有
他身穿防护服在做排查和转运工
作的身影。 在整个抗击 “非典”
期间， 徐自强亲自出车转运 “发
热病人” 达 200 多人次。

2008 年初 ， 郴州发生了 50
年未遇的冰雪灾害， 收治危重病
人数量是平常的两三倍。 没有电
就打电筒看病， 病房不够用， 就
借用他科的病房。 由于工作严谨，
留观 2000 多例急诊病人没有出现
一例医疗差错或纠纷。

2005 年至 2015 年间， 郴州
和永州出现多起蘑菇、 毒气、 食
物中毒事件， 资兴、 北湖出现水

灾、 山地滑坡。 徐自强不顾自己患
有房颤症的风险， 毅然到一线抢救
病人。 每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总能看到他在现场抢救的身影。

2014 年， 西非埃博拉病毒肆
虐。 当年 10 月份， 一名临武籍在
西非务工人员返乡后出现酷似
“埃博拉” 的症状。 一时引起恐
慌， 无人敢接近病人， 这时徐自
强说： “在科室里算我的年龄最
大， 你们都还很年轻， 有事就让
我上。” 他身穿隔离衣去护理病
人， 亲自为病人插胃管、 尿管，
给患者喂药。

2002 年 5 月， 为了转运永州
一位因中毒导致呼吸衰竭的病人，
徐自强用手捏皮球的办法， 历时近
3 个小时， 路途 120 多公里， 最终
将病人安全转入到医院并获救。

敬畏生命， 患者至上。 徐自
强抢救心脏骤停的病人， 不嫌脏，
不怕累， 多次在现场采用口对口
的方法为病人复苏， 有时为了不
中断抢救， 就跪在担架上， 边转
运边抢救。 为了确保患者在高压
氧舱内安全， 他经常带抢救设备

陪患者一起进舱治疗。
徐自强医德高尚， 不接收患

者任何红包礼金， 实在推托不了
的， 他就将红包为患者缴住院费。
近 10 多年来， 他累计拒收的红包
达 4 万多元。 2011 年， 一个需要
鉴定对象的亲属为了想让医生在
鉴定中高抬贵手， 硬送给徐自强
一万元现金， 在再三推托不了的
情况下， 他将钱以 “定活两便”
的方式存在银行， 并将存折转给
当事人亲属。

在急诊科的学科建设方面，
他呕心沥血， 铸就急救品牌。 建
成了院前急救、 院内急救、 急诊
ICU 三维一体的急救模式。 在全
省率先开设全科病房。 在急性农
药中毒、 急救体系建设和五步蛇
咬伤等方面获得了郴州市科技进
步三等奖三次。 与他科合作， 分
别建立了 “胸痛中心” 和 “卒中
救治中心”， 为大批心脑血管患者
的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由于成
绩斐然， 2015 年急诊科被评为全
省地级市首家省级重点临床专科。

湖南省卫生工会 供稿

������本报讯 （通讯员 唐士印） 5 月 8
日， 怀化市溆浦县分管负责人带领县卫
生计生局工作人员一行， 不打招呼、 不
发通知， 通过看现场、 查资料、 询病
人、 问邻居等方式， 深入大江口镇、 低
庄镇督导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工作。

据悉， 为强化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3 月上旬， 该县卫计局组织各乡镇卫生
院、 民营医院、 县直医院共 65 家单位，
统一与怀化天源医疗废物服务公司签订
了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合同。 4 月上旬，
以乡镇卫生院为单位， 组织全县 615 所
村卫生室签订了集中处理合同， 签订率
100%。 5 月 3 日， 溆浦县卫计局召开督
办会， 要求全县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全面
落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本报讯 （通讯员 罗莉娜） 5 月 10
日， 湖南省首家属于献血者的公益书
屋———株洲市中心血站 “雅居爱心书
屋” 正式启用， 这是株洲市中心血站与
株洲市图书馆联合打造的公益书屋。 在
这里不仅有丰富的 “精神食粮”， 还有
浓郁的血站文化气息，。

在宽敞明亮的雅居爱心书屋里， 涵
盖文学名著、 青春励志、 商业财经、 科
普自然、 人文社科等多个种类的近两千
本书籍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 书架旁舒
适的座椅， 余音绕梁的音乐， 足以让阅
读者徜徉、 沉醉于书香之中。

危难时刻冲在前
———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

新一代前列腺特效仪器研制成功

前列腺治疗仪 免费领
前列腺疾病重点攻关项目， 利用微电

脑计算机仿生工程技术研制的前列腺新产
品【前列之光】温热中低频治疗仪近日获得
圆满成功， 并通过了大规模的临床验证，正
式获批上市。 为了让更多的前列腺患者能够体
验到这款全新治疗仪的确切疗效， 厂家特拿出
数万台【前列之光】温热中低频治疗仪，面向全
国数万名前列腺患者进行免费发放。 目的就是
通过前列腺患者的亲身体验， 来反馈【前列之
光】温热中低频治疗仪的真实疗效，为今后大规
模上市建立良好的口碑基础。 目前，免费发放一
批次500台已就位，马上拨打电话 400-166-7177
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价值 1380元的【前列之光】
温热中低频治疗仪一台。

【前列之光】温热中低频治疗仪使用之初，
小腹会有温热舒畅感，丹田胀满，直达会阴部，
稍后胀感减轻，当夜尿频次数减少；用一段时间
后，前列腺得到疏通，会阴肛门处胀满感消失，
排尿变得顺畅；排尿量逐步增加，尿液混浊，炎
症减轻；前列腺得到修养，增生肥大组织回缩，
尿路通畅，排毒更加干净，疗效得到巩固；再持
续使用一段时间， 即可逐渐恢复前列腺及正常
生理功能。

由于此次免费发放数量有限， 还望广大前列
腺患者抓紧时间报名领取，送完即止，绝不多送！

马上打进电话 400-166-7177报名领
取。（前列腺抑菌液费用自理）
鄂食药监械（准）字 2013第 2260983 赠送单位：武汉市康本龙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