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长沙市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长沙市第三医
院呼吸内科工作组赴浏阳市高坪镇南枫村南源片大坑组开
展了“精准助扶贫·百号联百户” 帮扶慰问活动。 图为医
务人员为村民检查身体。 通讯员 戴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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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精准扶贫

���� “耐药结核病、 流动人口结核
病， 以及结核菌与艾滋病双重感
染成为当今结核病防控面临的三
大挑战。 尤其是耐多药结核病治
疗效果差， 病死率高， 几乎成了
‘传染性癌症’ 的代称”。 结核病
防治专家 、 湖南省胸科 （结核
病） 医院耐药专科杨坤云主任医
师明知山有 “虎 ”， 偏向 “虎 ”
山行。 2006 年， 全国难治性 （耐
多药） 结核病疫情严重， 湖南省
结核病疫情位居全国前列。 面对
严峻的结核病形势， 从医 34 年
的杨坤云以维护人民的健康为己
任承担起了组建医院耐药结核病
科的重任， 担任耐药专科主任，
成为湖南抗击 “传染性癌症” 耐
多药结核病第一人。

杨坤云说， 耐多药结核病如
果不加控制， 一名患者每年能传
播 10 到 15 个人 ， 一旦感染发
病， 就是一名原发性耐多药结核
病患者。 其实， 耐多药结核病比
癌症更让人担忧， 这是做医生最

不希望看到的。 为控制耐多药结
核病蔓延， 治愈每一个饱受耐多
药结核病折磨的患者。 杨坤云冒
着被感染的高风险， 在攻克难治
性耐多药结核病这一世界性难题
领域探索前行， 艰苦奋斗了整十
年。 她带领团队， 从临床入手，
不断研究创新， 形成了一套临床
难治性耐药结核病的治疗方法，
采取化学治疗、 免疫治疗、 介入
疗法、 手术治疗等手段， 即 “综
合治疗耐药结核病” 治疗方法，
在临床实践中取得较好的效果。
从 2006 年至今 ， 有 500 余名耐
多药结核病患者完成疗程， 成功
治疗率达到了 54%， 领先全国；
2016 年全国唯一的 “耐药结核病
金牌培训基地” 落户省胸科医院
耐药专科。

杨坤云非常注重临床医疗科
研 ， 带领团队积极申请课题 。
2009 年至 2012 年参与国家科技
部十一五重大专项 “耐多药肺结
核治疗新方案的研究’ 课题， 做

到了纳入数第一、 治愈率高的好
成绩； 2013 年又申请参入国家科
技部十二五重大专项 “耐药肺结
核治疗方案的研究’ 课题， 并将
课题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
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近几年
来， 耐药专科明确诊断的 “耐多
药结核病” 患者累计 1000 多例，
治疗成功率达到国家领先水平。

为有效控制湖南省耐多药肺
结核的疫情， 杨坤云经常下基层
参与全省结核病防治督导、 科研
教学 、 业务指导和技术培训工
作， 先后到过全省 14 个市 71 个
县进行结核病控制的督导， 帮助
基层处置无数的业务技术问题。
杨坤云为帮助更多耐药结核病人
得到规范治疗 ， 牵头组织申请
“全球基金耐多药结核病免费诊
断治疗”、 “湖南省耐多药结核
病大病救助” 等政策在湖南省的
成功实施， 让更多的耐多药肺结
核病人受益。

湖南省卫生工会 供稿

�����本报讯 （通讯员 邓远菊 黄桂山）
“没想到现在免费用血报账这么方便，
不用出医院就能办好报账手续了。” 近
日， 郴州市宜章县无偿献血者李先生
在县人民医院免费用血 “出院直报”
窗口， 短短几分钟时间就办好了报账
手续， 他拿到 6160 元用血费用后高兴
地说。 这是郴州市实施免费用血 “出
院直报”、 便民惠民服务新模式的一个
缩影。

以往， 郴州市对无偿献血者免费
用血报账方式为到血站统一报账， 并
在市城区外的 9 个县市设立免费用血
流动报账点， 定人定时定点到流动站
点办理审批报账手续， 在一定程度上
方便了市民， 但仍然存在报账难的问
题。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无偿献血者免
费用血报账难的问题， 最大限度地保
障献血者的利益， 郴州市从 2015 年起
大胆探索和实施免费用血 “出院直报”
新模式， 把免费用血报账的 “地点”
定位在各大医院， 让无偿献血者免费
用血不出医院办好报账手续并报销相
关费用。

郴州市实施免费用血出院直报模
式后， 实现了各大医院用血报账系统
与血站出院直报系统软件平台无缝对
接、 信息共享。 通过系统可以随时调
取、 查看、 核实报销者献血信息、 用血
信息， 即时报销用血费用。 该市每年自
愿参加无偿献血达 3 万多人， 为医疗临
床供应血液 15 吨左右， 血液日库存始
终保持在 800 袋以上的最佳血液库存，
无偿献血量稳定增长， 并连续八届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的荣誉。

������本报讯 （通讯员 郑有为） 5 月 13
日，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永
州市新田县爱心捐赠药品仪式在新田县
卫计委举行。

本次爱心活动依照捐赠方以岭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省红十字会的相关
物资捐赠内容进行捐赠， 共捐赠 5 件价
值 29600 元的 “连花清瘟胶囊”。 所捐
赠药品用于支持该县人传染禽流感疫情
防控工作， 涉及医疗防控人员、 卫生系
统工作人员、 畜牧区人员、 感染病例以
及禽流感接触人员。

������本报讯 （通讯员 吕强） 为充分发
挥 “互联网+” 在远程医疗领域的优势，
今年以来， 郴州市苏仙区卫生计生局组
织各基层医疗单位通过医疗远程临床技
术服务视频系统开展了远程门诊义诊活
动， 为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
务和健康指导提供了有效平台。 该系统
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和第四人民医院
为技术支撑， 建立完善了市、 区、 镇
（街道）、 村四级联动与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相辅相成的医疗服务网络格局。

截至 5 月 15 日， 苏仙区卫生计生
局为各乡镇卫生院、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以及村级卫生室开通了医疗远程临
床技术服务视频系统共计 21 套， 免费
远程视频首诊和健康指导 260 余人， 完
成动态心电、 静态心电、 动态血压、 影
像等远程诊断 146 例。

������本报讯 （通讯员 黄道平） 近日 ，
常德市疾控中心在桃源县召开全市艾滋
病性病防治工作会议， 明确全市 2017
年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主要任务， 促进
该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更好地开展。

会议提出了 2017 年全市艾滋病防
控几项重点工作， 即继续落实扩大 HIV
筛查检测工作、 扩大高危人群和重点人
群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工作、 加强传染
源管理提高随访质量， 推动艾滋病患者
治疗转型提高治疗服务水平等。 与会人
员还到桃源县康复医院现场参观学习了
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点工作开展情况。

������本报讯 （通讯员 戴会婷） 5 月 8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红十
字会、 泸溪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相关工
作人员赴解放岩乡政府开展启动 2017
年度无偿献血工作。

在活动现场， 狭小的献血车内被许
多前来献血的志愿者挤满， 乡政府门前
也排起了长队。 前来献血的志愿者们在
工作人员的的组织下， 有序地进行了领
表登记、 血型测定、 体检、 抽血和观察
休息。

2016 年度， 该县无偿献血总量共计
24.3 万毫升， 为该县临床用血提供了保
障。 启动仪式当天， 共有 40 名志愿者参
与献血， 累计献血 12000 毫升。

抗击耐多药结核病第一人
———记湖南省胸科医院杨坤云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双） 5
月 15 日是我国第 24 个 “防治
碘缺乏病日”， 湖南中医附一
医院普外微创外科郭正宇教
授提醒： 碘缺乏或碘过量， 都
可能导致甲状腺疾病的发生，
市民一定要科学补碘。

郭正宇介绍， 碘缺乏病
是指因缺碘造成的一系列代
谢综合征， 常见的症状是甲
状腺呈弥漫性肿大或多结节
肿大， 又称地方性甲状腺肿，
俗称大脖子病， 多见于山区
和远离海洋的地区。

目前， 关于碘盐， 网络上
开始出现争议。 有人认为： 我
国补碘这么多年， 不需要再

食用碘盐， 食用碘盐多了， 甲
状腺容易出现问题； 沿海地
区吃海鲜多， 靠食物补碘即
可。 也有观点认为， 碘缺乏后
果严重， 应继续补碘。 碘盐到
底该不该吃？

郭正宇认为： 吃碘盐造
成甲状腺癌的说法， 并没有
任何科学依据。 居民食用碘
盐应根据所在地区的自然碘
环境在当地卫生部门的指导
下进行， 切忌盲目食用无碘
盐。 个人补碘应遵循缺碘补
碘、 不缺不补、 一般慎补的原
则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具有
甲状腺疾病遗传背景或潜在
甲状腺疾病的个体不宜补碘。

中医专家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