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吕琳 唐
柳) 2017 年度湖南省卫生计
生系列高级职称笔试于 7 月 8
日至 9 日在长沙举行。 11560
人经初审合格参加考试， 考
试采取人机对话方式进行 ，
考试结束后当场在考试电脑
上公布考试成绩。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职改办
在考试过程中坚持从严治考，
严格按流程组考， 加强监考巡
考， 严肃考风考纪， 确保考试
工作规范有序。 考场实施全封
闭管理， 考生凭准考证、 有效
身份证进入考室， 监考老师逐
一核对个人信息无误后方可进

入考室， 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
入警戒区域。 考务人员使用身
份证识别仪对每位考生身份进
行识别， 遇到可疑证件， 立即通
过警务通核实身份信息。 同时
每个考室均配备了无线电信号
屏蔽仪和实时监控。

据悉， 2017 年卫生职称
改革有新政， 正式启动基层卫
生高级职称评审。 单设基层卫
生 高 级 职 称 （简 称 “基 卫
高”）， 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卫
生机构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
可申报 “基卫高”， 评审工作
由市州组织实施， 职称外语、
论文等不作统一要求。

������本报讯 （通讯员 彭曼华） 日
前， 由湖南 12320 卫生热线承办的
“专家咨询” 信息平台正式上线 ，
该平台以创新为引领， 开展互联网
在线健康咨询，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术， 搭建了群众和医疗健康专家的
沟通桥梁， 用户只需打开微信搜索
“健康 320” 或手机下载相应的
APP， 即可实现与省内各医院知名
专家一对一健康咨询。

该平台专家团队由湖南省医学
会牵头， 由包括各学组带头人在内
的 100 余家湖南省内公立医院的近
千名专家组成， 其中既有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 湘雅二医院、 湘雅三医
院、 省人民医院、 省肿瘤医院、 省
妇幼保健院等医院的知名专家， 也
有各市州综合医院和县级基层医院
的优秀专家。

12320 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全
国统一使用的医疗卫生行业唯一的
公益热线。 湖南 12320 卫生热线在
原有的电话基础上逐步发展为集电
话、 网站、 短信、 微信和手机平台为
一体的综合立体服务平台， 可向群众
提供预约挂号、 专家咨询、 心理辅
导、 用药指导、 营养搭配、 健康知
识、 控烟干预、 健康体检、 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报告、 医疗卫生计生单位电
话号码查询、 来电转接、 投诉等多项
便民服务， 对保障人民健康， 促进全
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 推进健康湖
南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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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至5日，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
局组织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附属医院和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
院内科、 皮肤科、 儿科等方面的中医专
家， 组建中医药专家巡诊服务队， 奔赴
桃江县大栗港镇、 宁乡县回龙铺镇开展
送医送药专家义诊活动， 并组织了大批
中药颗粒剂、 消毒药品和物资捐献灾区。

通讯员蔡宏坤张艳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黄配）
近日， 长沙市第一医院多科
协作， 成功帮助一名患有法
诺四联症的孕妇平安生产。

孕妇小陈 ， 口唇青紫 ，
胸闷气促， 不能平卧， 由常
德来到该院就诊。 医生通过
一系列检查， 发现小陈是先
天性心脏病 （法诺四联症 ）
合并妊娠。 法诺四联症是一
种先天性心脏畸形， 死亡率
非常高， 90%的病人会在小时
候夭折。 而法诺四联症合并
妊娠， 病情更为严重。

该院妇产科紧急启动了
应急预案， 请麻醉科、 ICU、
心内科、 儿科等多科会诊讨
论认为， 如继续妊娠母儿死
亡率极大， 决定尽快行剖宫
产结束分娩。 相关科室立即
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中。 随
即由妇产科主任主刀， 多学
科配合立即采取紧急剖宫产。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手术， 终
于帮助小陈娩出一健康女孩。
在手术团队和所有人的辛勤
努力下， 产妇平稳地度过了
手术期。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炫） 从 6 月 29 日
起， 湘潭市卫生计生委组织委机关、 市疾
控中心、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党员
干部分成 14 支防汛抢险队， 到指定责任
段实行 24 小时值守。 湘潭市医疗紧急救
援指挥中心组织市一医院、 市二医院、 市
中医医院前急救救护车随时应对汛期紧急
医疗救援工作。

该市疾控中心成立防汛救灾防疫应急
工作组， 下设消杀处置、 疫情监测、 生活
饮用水监测、 健康教育等 6 个专业工作
队， 并组织队员成立 4 支消杀灭机动队，
指导县市区疾控中心开展饮用水应急监
测， 确保饮水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严素） 连日来， 岳
阳市卫计委多措并举， 抓好防汛救灾卫生
应急工作。 7 月 2 日， 岳阳市卫生计生委
立即启动卫生应急预案， 医疗器械、 装
备、 药品全部到位。 当日， 全市卫计系统
共出动医疗防疫队 100 多支 500 多人、 救
治伤病员 200 余人， 预防服药与接种人数
3000 余人， 发放宣传单 30 万份， 发放药
品价值近 200 万元， 消毒面积 130 万平方
米。 对平江、 湘阴等防汛重点地区现场检
查指导， 下拨了 20 余万元的药品、 物资、
器材，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笔者 7 月 9
日从郴州市汝城县卫计局获悉， 汝城县
启动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疗救治救助 ，
今年计划救治救助 ５ 人。

该县符合救治救助条件的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后的费用， 由尘肺病农民
工基本医疗救助资金和患者共同支付。 符
合条件的患者中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救助资
金按照 100％的比例予以救助； 其他条件
的患者救助资金按照 80％的比例予以救
助， 患者个人按费用标准的 20％付救助
资金补助不超过 5000 元每年每人。

������近日 ， 家住娄底市新化县
52 岁的龚女士突发脑梗死， 家
属立即向娄底市中心医院求救，
在脑梗死患者救治的 “黄金 8 小
时” 内， 该院神经内科专家团队
成功打通堵塞的 “生命管道 ”，
患者成功获救、 死里逃生。

当天， 龚女士因突发脑梗死
被转院至娄底市中心医院进行抢
救。 抵达时已是下午 2 点， 龚女
士已神志不清， 右侧肢体完全偏
瘫。 该院迅速为其开通绿色急救
通道， 一病室 （神经内科） 主任
李长茂为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
查， 动脉造影显示右侧大脑中动
脉完全闭塞， 只剩下大脑前动脉
的分支有血流。 然而， 脑血管堵

塞 6 小时内若不能及时恢复血
流 ， 缺血区的神经细胞就会死
亡， 出现偏瘫、 失语等严重的后
遗症， 超过 8 小时重则死亡， 轻
则致残。

2 点 15 分， 李长茂为龚女
士进行溶栓治疗， 但由于患者对
溶栓药物过敏， 必须停止溶栓。
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 李长茂陷
入两难抉择， 急需实施介入手术
恢复血流， 但考虑到龚女士有长
期房颤病史， 手术过程中随时有
可能诱发心率增快出现心颤 。
“马上手术！ 时间就是生命！” 李
长茂立即与病人家属进行充分沟
通， 征得家属同意后， 立马安排
介入手术。 此时， 距离取栓 “黄

金 8 小时” 只剩 45 分钟。 17 点
40 分 ， 龚女士被推入手术室 。
李长茂对其进行了准确的穿刺造
影 ， 大脑右侧中动脉的支架置
入、 取栓一气呵成， 同时病人基
底动脉也截断性闭塞了， 不取出
栓子， 意味着脑干、 小脑、 枕叶
大面积脑梗死， 同样预后不良，
李长茂决定继续为病人实施基底
动脉取栓术， 经过两次取栓后，
基底动脉完全开通， 造影显示右
侧大脑动脉血流完全恢复畅通。
手术成功！ 随后， 龚女士被送入
病房进行观察,术后 20 分钟意识
恢复 ， 瘫痪侧肢体肌力即能上
抬。

本报通讯员 黄小红 邹佳运

与死神赛跑

赴灾区送医送药

长沙市第一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浩达刘国林） 今年
来， 怀化市第五人民医院采取 “请进来”
和 “送出去” 相结合的方式， 加大人才培
养和技术引进力度， 着力提高医院诊疗水
平， 住院、 门诊病人满意度分别为 95.7%和
93.3%， 较上年度同期增加 3.2%和 4.5%。

他们一是把专家 “请进来”。 该院积
极争取上级医院技术帮扶， 今年 2 月与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结为联盟医院， 签订了
为期 3 年的医疗技术协作协议书， 由湘雅
二医院从人员培训、 教学查房、 技术帮
扶、 疑难病例会诊、 远程医疗和双向转诊
等方面进行支持和合作。 今年 3 月以来，
湘雅二医院共派出 4 批 13 名专家赴该院开
展坐诊、 查房、 手术和教学活动。 二是把
员工 “送出去”。 今年上半年， 该院共选送
12 人赴湘雅二医院、 湘雅医院、 湖南省人
民医院进修心血管介入治疗 、 肾内科 、
ICU、 泌尿外科、 血液透析及专科护理，
为提升医疗技术水平， 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医药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