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
讯员 钟勇平） 2 月 6 日， 记
者从湖南省计生协七届八次
理事会暨全省计生协工作会
议上了解到， 湖南省将计生
协工作列入 2018 年 “健康湖
南” 建设十大重点工作之一。
支持计生协承接政府转移职
能， 将一些服务群众职能转
移给计生协。

会议强调， 2018 年全省
计生协工作将以引导群众按
政策生育、 帮扶计生特殊家
庭、 营造家庭友好的社会环
境、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为主题， 以推进计生协改革、
发展为主线， 以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
根本要求， 以助力党和政府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 促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改革和 “健康湖南 ” 建设 ，
助推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

湖南省计生协会会长石
玉珍指出， 各级计生协组织
和广大计生协工作者要更加
注重民生改善， 服务 “健康

湖南”， 全力参与人民群众全
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主动
参与健康扶贫工作， 将困难
计生家庭帮扶与健康扶贫全
面精准对接。

会议审议通过省卫生计
生委党组书记、 主任陈小春
担任省计生协七届理事会理
事 、 常 务 理 事 和 第 一 副 会
长。

会议授予长沙市计生协、
岳阳市计生协、 郴州市计生
协、 永州市计生协、 娄底市
计生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计生协为 “模范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 曹微微） 近日， 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输血科在湖南省首次采用术前深
度单采自体储血新技术， 为一例腰椎管狭窄
患者解决了手术的备血难题。

1 月 30 日， 湘雅医院输血科主任李碧娟
教授带领团队来到骨科 5 病室， 为 63 岁的
患者李女士实施该项单采新技术。 据悉， 深
度单采自体储血即利用血细胞分离机在保障
血容量平衡的基础上采集患者自身的血液成
分， 全自动操作， 一次可采集 4-6U 红细胞
或其他血液成分， 可满足用血量 2000 毫升
左右大型手术的用血需求， 从而有效缓解 A
型、 O 型血液长期紧缺的局面， 还可以避免
很多输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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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胡雪元 徐跃光) 2 月 2
日， 曾被复杂双肾结石病魔折磨了 3 年的胡
某顺利出院了， 腹中压着 “难言之隐” 的他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 月 19 日， 家住益阳市桃江县武谭镇 47
岁的胡某， 再次出现腰腹部疼痛。 他独自来
到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 通过系列检查，
泌尿科医生发现， 胡某为双肾完全性鹿角型
结石， 是肾结石患者中难度最大的类型， 因
结石长期未得到处理已并发有肾功能异常。
同时， 医生了解得知， 胡某是个艾滋病患者，
服用抗病毒药已经 8 个月。

该院泌尿外科医生反复会诊， 认为手术
难度非常大， 术中可能会大出血， 术后感染
控制难， 有出现脓毒血症的可能， 结石也很
难一次取尽。 整个手术不仅对院感要求极其
严格， 病人的免疫力也是术后恢复最大的拦
路虎。 艾滋病专家来了， 经过跟患者的沟通
和多学科会诊， 方案决定对其采取经皮肾镜
碎石取石微创手术， 先行右侧， 恢复之后再
择期左侧取石。 1 月 20 日， 医生们在镜下将
一颗一颗如同鹿角一样排列的石头击碎、 取
出， 如此反复， 历时 3 个多小时。 最终右侧
石头全部清除。

�����本报讯 （通讯员 董昉 朱
菲 刘素凤） “那里雄山环绕，
层峦叠翠， 那里碧水长流， 绵
延不绝， 那里的苗乡群众民风
淳朴， 宁静悠然……” 从麻阳
回到娄底至今已经 4 个月， 但
只要说起那方曾经守护的净
土， 娄底市中心医院对口支援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医
院的 3 名队员依然充满眷恋。

为推进贫困地区健康扶
贫， 娄底市中心医院与麻阳苗
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签订了长达
5 年的对口帮扶协议。 2017 年
6 月 2 日， 娄底市中心医院派
出了由泌尿外科副主任、 副主
任医师康乐， 肝胆外科副主任

医师姜振辉， 呼吸内科副主任
医师陈艳辉组成的第二批医疗
扶贫队， 对麻阳苗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进行为期 4 个月的对口
支援精准帮扶工作。

2017 年 12 月 22 日 ， 怀
化市卫计委副主任舒均海、 麻
阳苗族自治县副县长孙一平等
一行 6 人来到娄底市中心医院
交流医疗对口支援工作。 舒均
海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娄底
市中心医院派出的专家作风务
实、 工作高效、 医术精湛、 医
德高尚， 对麻阳县人民医院的
帮助成效显著， 与去年同期相
比， 住院人次增长 15％， 手术
台次增长 96％。 医疗业务收入

创历史新高， 全院各项工作均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据了解， 扶贫队队长康乐
帮扶的泌尿外科组发展迅猛，
床位使用率和周转率创历史新
高， 手术率成倍数增长， 尤其
是输尿管软镜的手术台数最高
时达每月 100 多台， 麻阳首例
输尿管软镜碎石术等技术陆续
开展。 姜振辉帮扶的肝胆泌尿
外科， 肝胆外科常规手术已经
基本实现全覆盖， 科内住院病
人数增加 50％， 手术量同期增
加 120％。 在两家医院的共同
努力下， 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
医院成功完成了该县首例复杂
肝叶切除术。

�������2 月 3 日至 4 日， 郴州市苏仙
区坳上镇卫计办流管站、 计生协趁
着一年一度的赶年会东风， 开展了
主题为“把健康带回家” ,“健康幸
福过大年” 的专项宣传活动。 活动
中， 镇卫生院医生为流动人口开展
义诊咨询服务； 计生协会会员为已
回家的在外务工村民发放了 500 余
份健康教育宣传资料； 书法爱好志
愿者为流动人口现场书写春联， 送
上新春祝福。

欧立科 许成保 摄影报道

喜庆春联带回家

������本报讯 （通讯员邱婷） 日前， 湖南省卫计
委下发 2015~2017全省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先进
典型通报表扬文件， 郴州市桂阳县第一人民医
院肾内科荣获 “2015~2017全省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优秀科室” 荣誉。 据了解， 获此殊荣的优秀
科室， 全省范围内共 100个， 郴州市内仅 4个。

近年来， 该院肾内科始终把改善医疗服务、
优化服务流程作为科室工作的重点。 2017年先
后完成 4例 “动静脉内瘘人工血管移植术” 及 5
例 “甲状旁腺全切加前臂移植术”， 9月成功开
展 “血管通路技术”。 血透室从 2008 年 6 月成
立时的 2台血透机， 10余个血透病人， 发展到
现在的 28 台血透机， 一台 CRRT， 280 余名血
透病人。 积极落实健康扶贫 “先诊疗、 后付费”
工作， 对县域内建档立卡的 211 名尿毒症患者
进行集中救治和费用减免补助。

湖南省计生协：

承接服务群众职能
融入健康湖南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