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李敏
李婵） 12 月 19 日， 国际眼科医学与
智能科技高端学术论坛在湖南省人民
医院召开，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21 世
纪先进智能眼科医疗”。 此次会议首次
向湖南介绍人工 “智能” 视网膜这种
新技术， 并将其向湖南、 中国乃至全
球进行推广， 为中国因老年性黄斑变
性和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致盲患者带来
希望与光明。

湖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段国平
教授介绍， 人工视网膜技术是通过眼
内手术植入微型电极阵列， 把外部摄
像头的视频信息， 经过数据转换之后
无线传输给内部植入器件， 微型电极
通过电刺激的方式将视频信息， 经视
网膜黄斑区域的可用神经细胞传至大
脑， 从而使盲人能够重新恢复视觉。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西磊）
12 月 20 日， “90 后” 武警战
士蒋明光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
送去生的希望。

今年 25 岁的蒋明光目前
是武警湖南总队岳阳支队船艇
大队一名战士。 2013 年 5 月，
当时还是一名新兵的蒋明光在
献血时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 成为了一名光
荣的捐献志愿者。 此后， 他每
年都会参加支队定期组织的无
偿献血活动。

2014 年 4 月 ， 他曾与一
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 在接
到红十字会电话后， 他当即同
意履行捐献意愿。 但由于患者
病情急发的原因， 蒋明光最终
没有走到捐献环节， 这也成了
他心中的遗憾。 时隔三年， 他
又接到红十字会电话。 今年 8
月， 当他得知自己与一名 5 岁
的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时， 便
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捐献之路。

“这就跟献血一样， 没什
么痛苦。 它对身体并无伤害，
又能够帮助别人， 为什么不去
做呢？” 蒋明光说， 在没有血

缘关系的人群中， 造血干细胞
匹配成功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
一， 而他两次被选中， 概率堪
比中彩票， 仿佛命中注定要帮
助别人。

经过 4 个多小时的采集，
从蒋明光体内分离的 105 毫升
造血干细胞悬凝液， 被一点点
地采集进了血袋。 随后， 这珍
贵的 “生命种子” 将送往福建
厦门， 为患者送去生的希望。
据悉， 蒋明光是全国第 6969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同时也
是 2017 年湖南省首例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现役军人。

为血液病患者捐献“生命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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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涂运华 杨少伟 周秋明） 近
日， 常德市临澧县环保部门对太浮镇境内曹家
垱、 太山、 龙口峪 3 座水库水质进行检测， 结果
显示， 3 座水库水质均稳定在Ⅲ类以上。 至此，
临澧县太浮镇辖区内 4 万余人饮用上了达标的卫
生水源。

据悉， 这 3座水库是临澧县太浮镇约 4万人的
饮用水源。 近年来， 该镇全面加强饮用水水源地安
全管理， 将水源地周边划为禁养区， 对周围养殖户
进行全面清理整治， 禁止设立工矿企业， 并对水源
地周边 100多户农户进行改水改厕， 杜绝周边环境
污染； 建立漂浮垃圾清理、 水质实时监测、 水库严
控严管等长效机制， 组建专门队伍， 每周打捞清理
水库的漂浮垃圾， 定期检查巡逻， 并在每季度一次
例行水质检测的基础上， 对水源地水质进行不定
期抽检。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丽君） 日前，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妇科医生谭琳玉在路
边救助车祸伤者的消息被转发到了朋友
圈， 大家纷纷称她是 “最美医生”， 为
她的正能量行为点赞。 当日在现场， 谭
琳玉同为医务工作者的丈夫也一直在旁
协助， 还有不少路过市民都想上来搭把
手， 现场满满都是正能量。

12月 18 日早晨， 在郴州市骆仙路
骆仙菜市场附近， 一位正在横穿马路的
妇女被一辆小轿车撞倒， 仰身摔出十余
米。 驾车行驶在上班途中的谭琳玉与丈
夫目睹了这场车祸， 周围市民都还没缓
过神来， 谭琳玉急忙喊丈夫停车， 立即
飞奔到伤者身边实施救援。

谭琳玉蹲在路上， 仔细查看了伤
者的情况， 发现伤者头部受伤， 马路
上已经渗出一小滩血迹。 谭琳玉立即
为患者实施救援措施， 她一边保持伤
者呼吸道通畅， 一边用手扶住患者头
部， 包扎伤口止血。 伤者的家人闻讯
陆续赶来后， 谭琳玉依然守护在伤者
身边， 指挥伤者家属一齐将患者从马
路中央搬运到安全地区， 直到 120 急
救车赶到现场才匆匆赶往医院上班。
这位伤者随后被送到湘南学院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接受治疗。 据主管医生谭
智灵介绍， 由于救治及时且得力， 伤
者目前情况平稳。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蒋凯 ） 12 月 20
日， 湖南省疼痛专科医联
体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成立， 并纳入国家级疼痛
专科医联体共同发展。 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 湘雅二
医院、 湘雅三医院、 湖南
省人民医院等省内 100 家
医疗机构加盟。

湘雅三医院疼痛科主
任、 湖南省疼痛医学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黄东教授

介绍， 该医联体成立后，
通过新湘雅移动远程医疗
信息平台， 对医联体内医
疗机构开通双向转诊绿色
通道， 实现医学资料无缝
对接。 同时， 通过多种方
式对医疗体内基层医疗机
构疼痛科医生进行规范化
培训， 把国内先进的医疗
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全省推
广， 提高全省疼痛专科的
诊治水平， 为疼痛患者解
除 “痛” 苦。

������本报讯 （通讯员 廖
小菁王沙龙） 近日， 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老年病科
接诊了一位特殊重度溃疡
性结肠炎患者， 该患者来
自 3000 千米外的黑龙江
省， 经该院炎症性肠病
MDT团队会诊后由老年外
科团队成功完成急诊手
术， 目前患者已康复出
院。

霍女士家住黑龙江佳
木斯市， 因 “大便带血 2
年” 在当地诊断重度溃疡
性结肠炎， 2017年开春后
便血明显增加， 体重更是
下降了近 15 千克， 在当

地多家大型医院接受了包
括激素等药物治疗后病情
未见缓解。 患者在家人陪
同下飞越 3000千米跨越 9
省来到该院。

老年外科袁联文副主
任详细评估霍女士病情后
主刀进行了腹腔镜下全大
肠切除+回肠储袋肛管吻
合， 为预防吻合口漏， 术
中行预防性回肠造口。 术
后霍女士消化道出血停止，
完全摆脱了对激素等治疗
药物的依赖， 且回肠储袋
肛管吻合保留了正常的肛
门功能， 将手术对霍女士
身心的影响降到最低。

�������12月 15日， 娄底冷水江市中医医院义诊服务队冒着
严寒， 来到金竹山镇麻溪村开展免费义诊以及冬季老年人
和儿童常见病防病宣教活动。 当天共义诊 150余人次， 免
费发放药品价值 1500余元。 通讯员罗雅丹摄影报道

寒冬里的义诊

������本报讯 （通讯员 邓桂林） 12 月 11 日， 长沙
市卫生计生委召开专题会议， 宣告全市首批 12
家市级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为深入推进全市科教兴医 “25111” 战略，
加强医学研究所建设， 发挥研究所的创新、 攻关
和引领作用，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提升全市医疗
卫生技术水平， 长沙市在 2017 年 3 月启动市级
医学研究所创建工作。 经过集中申报、 资料审
核、 现场答辩、 专家评估等多个环节评审， 长沙
市中心医院等 12 家单位脱颖而出， 获评为全市
首批 12 家市级医学研究所。

������本报讯 （通讯员 袁桂湘 满峰） 截至 12 月
18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已提前超额完成
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工作任务。 今年该州免费产
前筛查目标任务为 24470 人， 共完成检查任务
24589 人， 完成率达 100.49%。

为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 提高出生人口素
质， 今年来， 湘西卫计部门认真落实孕产妇免费
产前筛查工作， 为州内户籍符合生育政策， 或在
本区域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区户籍的孕产妇提
供免费产前筛查服务。 服务对象凭身份证等有效
证件， 在医疗保健机构正确填写筛查相关信息，
均可接受免费筛查。 服务内容包括优生健康教
育、 病史询问、 血液标本采集、 临床实验室检
查、 风险评估与遗传咨询指导等。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呼啸） 近日， 岳阳市湘阴
县卫计局举办的传染病防治临床救治工作培训班
开班， 来自各乡镇中心卫生院、 各县级医院、 各
民营医院相关医务人员， 疾控中心及卫计综合监
督执法局分管医疗、 学校卫生的负责人近 500 人
参与此次培训。

据悉， 该局以传染病防控管理机制建设、 传
染病报告管理规范要求、 以及肺结核、 艾滋病、
流感、 麻疹等重点传染病的聚集疫情报告与处置
等为主要内容， 着重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 以
此次培训为契机， 该局进一步强化举措， 坚持 24
小时值班， 实行医护人员每日一次对学校、 幼儿
园开展排查， 对疑似病例严密甄别排查， 对确诊
病例有效救治； 进一步强化督查和责任追究， 对
工作落实不力、 推卸责任、 玩忽职守的相关单位
和责任人严格追究责任； 进一步强化整体联动，
以多种形式开展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师生的呼
吸道疾病的预防宣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