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邓丹） 6 月 1 日， 岳阳市
妇幼保健院主办了 “百名试管宝宝回娘家” 大
型活动， 百余名试管宝宝们欢聚在该院， 与医
护人员一起随音乐跳起舞蹈、 玩起互动游戏。
该院儿童保健科还为试管宝宝们提供了免费的
儿童健康检查套餐。

该院院长陈卓介绍， 自 2015 年 8 月岳阳
市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该院出生以来， 到目前为
止， “试管婴儿” 治疗周期已突破了 700 多
例， 成功率在 65%以上， 目前出生 “试管婴
儿” 达 200 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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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肖同权）
5 月 28 日 ， 53 岁的娄底李先
生因严重的心脏功能衰竭， 在
娄底市中心医院实施了 CRT-D
（即右心房、 右心室和左心室
三个腔同时起博+自动除颤器）
植入术， 不仅保全了性命， 且
心脏功能迅速恢复， 即将康复
出院 。 这是该市首例 CRT-D
植入术。

自 2013 年以来， 李先生患
有扩张型心肌病。 今年 5 月 7
日， 李先生的病情再次加重，
出现严重的胸闷、 气促、 乏力、
阵发性咳嗽， 完全无法躺下来
休息， 被家人送到该院抢救。
医院为其开通了绿色急救通道，
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检查， 确诊
为扩张型心肌病、 左心扩大、
房颤、 频发性早搏、 阵发性室
速、 心功能 IV 级 、 肺部感染
等。 李先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

心脏功能衰竭， 随时都有心脏
停止搏动而发生猝死的危险。

李先生的病情进展迅速 ，
从少尿到无尿， 心腔内的胸水
从 200 毫升到 2000 毫升， 由心
衰引发的急性肾衰、 呼衰接踵
而至， 小便不能排出进一步加
重心脏的负担， 造成严重的恶
性循环， 呼吸困难进一步加重，
血氧饱和度急速下降， 生命岌
岌可危。 专家们立即予以无创
呼吸机、 床旁超滤、 血液透析
及药物治疗等抢救措施， 积极
抗心衰、 抗呼衰、 抗感染。

经过一系列的综合抢救治
疗， 三周后， 李先生的病情终
于慢慢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综
合李先生的病情， 该院介入导
管室主任王裕勤决定给李先生
实施 CRT-D 治疗 ， 专家们认
为此法是最佳的冶疗方法， 但
植入 CRT-D 不仅对术者的技

术要求极高， 对患者手术条件
要求也高， 风险特别大。 5 月
28 日， 经过充分的术前告知，
认真的术前评估， 精心的术前
准备， 由该院介入专家团队为
李先生实施了 CRT-D 植入手
术。 由于李先生的心脏明显扩
大， 解剖结构变异， 冠状窦开
口及走形异常， 导致手术难度
进一步加大 。 专家们技高一
筹， 综合起搏器植入技术和冠
脉造影术， 小心翼翼地找到冠
状窦开口， 顺着错综复杂的血
管， 将三个电极植入到李先生
的右心房、 右心室和左心室，
手术经历 4 小时， 术中顺利 ，
无并发症。

术后， 李先生的病情恢复
良好， 扩大的心脏缩小了 6 毫
米， 心功能明显改善， 精神状
态良好， 术后第四天就能下床
轻微活动， 能躺能睡能吃了。

激活心衰患者的心功能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芳
兰) 5 月 6 日， 当莾莾苍苍
的大熊山还沉浸在清晨的
宁静之中 ， 来自民革长沙
市一医院总支的义诊队员
们不顾长途奔波 ， 开始向
义诊点———大熊山林场卫
生院和圳上镇卫生院出发。

大熊山， 被称为蚩尤故
里 ， 但远离城市 ， 交通不
便 。 为改善大熊山山区的
医疗条件 ， 增大医疗扶贫
的力度 ， 民革长沙市一医
院总支策划了这次义诊 。
旨在通过义诊 ， 方便山区
群众 ， 及早发现和预防疾
病 ， 尽可能减少因病致贫
现象的发生。

8 点刚过， 医疗队就分
别到达大熊山林场卫生院
和圳上镇卫生院 。 此时的
卫生院早已人声鼎沸 ， 医
疗队刚排开一行桌子 ， 前
来就诊的群众就迫不及待
地挤到诊桌前 。 从诊室里
出来的乡亲们一个个面带
喜悦 ， 他们拿到的 ， 不仅
仅是诊断书 ， 还有一些对
症治疗的药物 。 原来此次
义诊不仅仅是诊断 ， 义诊
队还通过多方募集 ， 为乡
亲们带来了一些常规和急
需的药品。

民革长沙市第一医院
总支已经举行多次类似的
义诊扶贫活动 ， 此前 ， 他
们已成功地在古丈县和新
化县上团村开展义诊扶贫
活动 ， 受到当地老百姓的
高度好评。

��������近日， 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志愿者协会在县城
举行集中宣传活动， 开展急救知识培训， 增强群众的自救
互救意识。 图为医务志愿者在为特警和群众演示、 传授
“心肺复苏” 等急救技能。 通讯员 刘杰华 颜丫丫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涛） 6 月 1 日，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 11 个乡镇 147 所行政
村卫生室， 扩面实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村级医
疗机构全覆盖。

今年初， 泸溪县卫计局出台了相关方案，
规定从今年 6 月 1 日起， 浦市镇、 合水镇、 达
岚镇、 石榴坪乡辖区内村卫生室全面实施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 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截至目
前， 全县 11 个乡镇 147 个行政村卫生室实现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 同时， 村卫生室所
使用的基本药物同步纳入城乡医保中心报销范
围， 村民可以即时结报。 据悉， 村卫生室实行
基本药物制度后， 所有药品由省药品集中招标
采购平台统一采购、 配送， 实行零差率销售，
在低价的情况下既保证了药品质量， 又保障了
村民健康。

������本报讯 （通讯员 章焱） 5 月 26 日， 常德
市安乡县无偿献血者代表、 企事业单位职工等
共 50 人欢聚该县卫计局会议室， 召开常德市
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服务队安乡分队成
立大会， 并荣幸地成为首批分队队员。

无偿献血志愿者工作服务队的主要职责是
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无偿献血宣传、
组织、 动员等活动， 提高无偿献血的知晓率与
参与率。 在血液库存量少或临床缺少血液时，
志愿者作为先锋队义不容辞地参与无偿献血。

据悉， 常德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
服务队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目前共有 300 余
名注册队员。 安乡为继澧县后第二个成立的县
级分队。

������本报讯 （通讯员 邓跃权 贺金泉） 日前，
邵阳市隆回县城乡居民医保中心召开全体干部
职工会议， 授予赵倩鹏等 5 名同志为 2016 年
度单位 “服务之星”， 并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
和奖金。

隆回县城乡居民医保中心是全县城乡居民
医保经办服务机构， 工作范围广， 服务量大，
每年办理医保审核、 结算业务百万余笔。 近
年， 为激发干部职工爱岗敬业热情， 全面做好
为民服务工作， 该单位深入开展优质服务竞
赛， 按照 “服务质量优、 业务水平精、 工作纪
律强” 的评选标准， 每年选出 4-5 名干部职工
为单位 “服务之星” 进行表彰。

通过开展评选活动， 单位活力明显增强，
干部作风进一步提升， 2016 年未发生一起因
服务态度或服务质量引起的投诉、 上访案。

传授心肺复苏急救技能

������本报讯 (通讯员 宁静) 6
月 5 日， 湖南中医药高专组织
心理咨询师、 美容师、 养老护
理员和育婴师等职业技能鉴
定。 其中育婴师成 “抢手货”，
参考人数 788 人， 达到总鉴定
人数一半以上， 创历年新高。

专家分析， 这与目前我国
的实际情况和就业趋势密不可
分 。 据调查 ， 我国有 90%以
上的 0-3 岁婴幼儿在家中由
父母 、 祖父母和保姆照料 ，
在科学喂养育儿观念的知识
和护理方法方面 ， 都需要科
学的指导 。 年轻的爸爸妈妈
们也迫切希望能得到专业的、

科学的 、 系统化的指导 。 再
者 ， 由于 “二胎 ” 新政的出
台 ， 对 “育婴师 ” 的需求量
很大 ， 年轻一代家长在孩子
的教育方法上已经和老一代
完全不同 ， 所以找高素质的
育婴师还是不少家庭的心声。
受社会需求和舆论的影响 ，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意识到这
个行业的发展潜力 ， 报名呈
“井喷” 状态。 大学生接受正
规的严格的育婴师培训 ， 不
仅仅提高了育婴师的质量也
会有效地提高大学生在幼教、
早教和儿科护理等方面的就
业率。

心脏 CRT-D 植入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