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源故里， 郝水河畔， 矗立着一所正在
崛起中的现代化医院———隆回县中医医院。
始建于 1959 年， 现为一所非盈利性 “国家
二级甲等综合性中医医院”、 “湘中医·医疗
联盟” 单位。 骨伤科为省级重点中医专科，
肛肠科为省级特色中医专科， 急诊科为省重
点建设专科， 中药房为国家级农村中药房重
点建设单位。 该院内科主任医师刘淼龙为湖
南省农村名中医， 院总支书记刘子山为湖南
省基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 邵阳市名中医， 内科主任罗衍为邵阳
市名中医。

2012-2017 年是隆回县中医医院综合实
力增强、 社会声誉提升的五年。 该院以患者
为中心， 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 形成
了管理规范、 中医特色突出、 就医环境舒适
的优质诊疗平台。 5 年间， 该院经济、 社会
效益稳步提升， 到 2016 年底， 医疗收入比
2013 年增长 115%， 门诊量增加 3.5 万人次。

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
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

面对中医药人才不足的现状， 该院总支
书记、 骨科主任医师刘子山带领相关职能部
门制定医院人才培养计划， 5 年间新进医护
人员百余名， 每年选送各学科医护人员参加
省市学术培训数百人次， 对在专业刊物及宣
传媒体上发表学术论文、 新闻报道的职工给
予适当奖励， 提高了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和
中医药服务能力。

此外， 在继续加强骨伤科、 肛肠科等重
点特色专科建设的同时， 该院大力开展中医
适宜技术学习交流， 选派医护人员至省中医
附一、 省中医研究院等省级医院进修培训，
医护人员熟练掌握了针灸推拿、 穴位注射、

中药熏洗等 20 余种中医适宜治疗与护理技
术， 此类费用低廉、 效果显著的中医药诊
疗技术深受患者好评。 在全院推广应用的
同时， 委派医护人员至全县 26 个乡镇卫生
院进行中医适宜技术培训指导， 参加培训
的乡镇医生及村医每年逾千人， 惠及全县
千家万户。

加强软硬件建设
优化医疗服务环境

好的技术需要优质的服务作为支撑。 为
提高患者满意度， 近年来， 该院不断改善医
疗环境， 提高医务人员整体素质， 强化 “人
才立院、 特色强院、 品牌塑院” 的发展理
念， 斥资千万余元先后购置美国 GR1.5T 核
磁、 飞利蒲 CT、 美国进口四维彩超、 DR、
C 形臂、 日本富士电子胃镜、 进口腹腔镜、
椎间盘镜、 椎间盘微创系统、 LIS\PAIS 信息
系统、 全自动进口生化仪等先进设备， 拓宽
了医疗服务能力。 外科住院楼项目顺利实施
并投入使用， 康复科、 肿瘤科、 中风科、 肾
病科、 血透中心等新科室的设立， 使得医院
就医环境及诊疗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发挥
中医药特色， 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患者就
诊满意度逐年提高并保持在 95%以上。

近年来 ， 医院坚
持义诊宣教服务 ， 多
次邀请省级中医教授
来院巡诊 、 巡讲 ， 深
入 社 区 、 乡 镇 开 展
“送医 、 送药 、 送 健
康 ” 活动 ， 在县内电
视 台 举 办 “ 中 医 健
康” 讲座， 编印 《隆回县中药资
源 》、 《隆回县中医民间验方 》，
为全县百姓普及骨质疏松症、 糖尿病、 风
湿病等常见病的预防保健知识， 为群众讲
解 “冬病夏治 ”、 “夏病冬治 ” 及日常生
活中的中医养生医学常识等， 达到提高全
民健康防控意识的效果。

抓党建促创文
争创老百姓放心医院

近年来， 该院通过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
态化， 积极参与创建省级文明卫生县城活
动， 院容院貌得到优化， 医德医风建设成效
显著。

2017 年， 该院重点加大十八项医疗核
心制度的学习和落实， 改进了院内大查房模

式， 加强了岗位责任制的督查力度。 通过党
建与创文督查、 《中医药法》 学习和宣传、
中医药技能比武、 精准扶贫、” 喜迎党的十
九大 “国庆大合唱等工作的落实， 该院职工
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 集体荣誉感增强了，
大家争相宣传医院及各科室的好人好事。 拾
金不昧、 帮扶贫困老人、 友爱互助、 爱岗敬
业在隆回县中医医院蔚然成风。

近五年， 该院好人好事在 《健康报》、
《大众卫生报》、 《医院管理论坛报》、 《邵
阳新闻在线》 等媒体报道上百篇。 2016 年，
该院被评为湖南省 “省级文明卫生单位 ”
和 “全国最佳百姓放心示范医院”。

开创中医药品牌服务新局面
———隆回县中医医院五年中医药特色服务发展纪实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徐伍莲 张科

在邵阳市中医药行业比武中获奖。

院领导进病房慰问退休老干部。院领导主刀， 骨科技术一流。义务献血。

■给您提个醒

������女子全身长满红疹， 奇痒无比， 还不
停脱皮， 就医才知是因口服感冒药后患上
了药疹。

家住武汉的王小姐是商场销售员， 今年
29 岁。 前不久， 她因感冒自行服用感冒药，
虽然用药后感冒症状有所缓解， 但身上开始
疯长红色疹子， 从颈肩部蔓延到四肢和全
身。 她以为是皮炎， 但擦药后不见好转。

王小姐连忙到汉阳医院就诊。 该院皮
肤科主任龚成教授仔细查看， 发现王小姐
出疹部位不停地剥脱， 很多疹子布满皮屑，
还伴有不明显的腹痛。 得知王小姐是服用
感冒药后出现这些症状， 加上血象提示白
细胞和嗜酸细胞增高， 确诊为药疹。

治疗 10 天后， 王小姐目前已痊愈。 她
疑惑不已， 虽然自己是过敏体质， 但以前
服用感冒药也没见如此严重。 龚成教授解
释道， 不同人对药物的敏感性不一样， 比
如有的人对青霉素过敏， 有的对头孢过敏。
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药物的敏感
性也会有差别， 而且个体免疫力也是随着
外界环境波动， 如果免疫力正处于低谷 ，
原本无药物过敏史的人也会突然中招。

龚成教授提醒， 一定要规范使用药物，
特别有药物过敏史的患者更要有医师指导，
药疹引发的致命威胁在临床上也屡见不鲜。

（武汉晚报， 11.6，
王恺凝、 孟佳、 赵林 /文）

口服感冒药
也可能患药疹

■关注

05 健康·资讯
２０17年11月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颜青 邮箱：yanqing_1995@163.com 版式：洪学智

������江苏南通市一对夫妻当初
在办理结婚登记前， 共同在当
地婚检机构进行了婚前检查 ，
各项检查均显示不存在不宜结
婚的健康状况。 婚后不久， 男
子发现妻子竟然早就患有艾滋
病， 于是将婚检机构告上法庭，
索赔 10 万元彩礼损失和 2 万元
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判决驳回
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类似的案例此前已有发生。
去年 3 月， 河南永城市的小新
和女朋友小叶筹备婚事， 婚检
后被告知 “一切正常”， 于是举
行了婚礼。 婚后小新前往外地
打工， 不久小叶接到疾控中心
打来电话 ， 说她已经确诊为
HIV 阳性， 而且丈夫小新很可
能也已感染艾滋病毒。 永城市
疾控中心说， 小叶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 并且
有备案， 3 月份婚检时， 小叶
已经查出疑似感染艾滋病毒 ，
只是医院当时没有把这个结果
告知小新。 小新愤而向法院提
起了诉讼。

上述诉讼涉及到 2 个问题：

一、 女方明明知道自己已经
感染了艾滋病， 却没有告知
自己的丈夫， 这才导致丈夫
也被感染。 二、 婚检部门虽
然检出了女方感染艾滋病 ，
却向另一方隐瞒真相， 导致
严重后果。

但这样的官司却无法胜
诉 。 在此次南通的官司中 ，
提起诉讼的男子被法院驳
回 。 这里依据的是 《艾滋
病防治条例 》， 其第三十八
条规定 ， “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履
行下列义务 ” 的第二点就
是 “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
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
者 ”。 但如果感染者拒绝向
与其有性关系者告知自己
感染了艾滋病会承担何种
责任 ， 在下文的 “法律责
任 ” 中却没有对应的规定 ；
同时 ， 该法第三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 ， “未经本人或
者其监护人同意 ， 任何 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 、 艾滋病病

人及其家属的姓名、 住址、 工作
单位、 肖像、 病史资料以及其他
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据此， 婚检机构不将案例中女方
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告诉另一方，
也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艾滋病防治条例》 如此规
定， 是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
私权。 但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不
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 不能
因此妨碍其他公民的正当权利的
行使。 现在保护艾滋病感染者的
隐私权， 竟然对自己的配偶也保
密， 这就可能让配偶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感染。

所以， 在夫妻之间， 当一方
感染了艾滋病之后， 应该确认另
一方有知情权， 一方应该履行告
知义务， 不告知就应该受到惩处；
同时作为婚检机构应该把一方感
染艾滋病的情况告知婚姻的另一
方， 这是为了保护另一个公民的
合法权利， 不应该为了一个公民
的隐私权而牺牲另一个公民的健
康权。

（中国青年报， 11.9，
常青村 /文）

夫妻一方感染艾滋病毒
医院应否告知另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