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市慈利县针
对春季细菌病毒迅速繁
殖的特点， 组织各医疗
单位利用疾病预防宣传
资料、 科普知识讲座、
常见疾病免费诊疗等形
式， 走村入户为群众提
供健康服务， 受到群众
欢迎。 图为近日， 该县
高桥镇卫计工作人员入
户为群众宣讲健康知
识。

通讯员 王健 孙明洲
摄影报道

湖南
药具园地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药具管理服务中心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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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宫内节育器俗
称 “上环”， 是很多女性
为了避孕而选择的一种
方法 ， 其优点是高 效 、
可逆 、 长效 、 安全 。 但
放置后 ， 有极少数女性
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月经异常 由于节育
器在宫腔内引起异物反
应， 有的妇女可能出现月
经增多、 经期延长、 点滴
出血或不规则出血等， 可
以用药物预防和治疗。 月
经过多的治疗， 常于流血
期或经前期给药 ， 一般

3-5 日， 经期延长于经前期
预防用药。 可选以下药物：
抗纤溶制剂 、 前列腺素合
成酶抑制及中药治疗。

疼痛 早期疼痛一般发
生在放置后的 10 天内， 多
为生理性疼痛 。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大部分人的痛感
会逐渐消失 ， 不用特殊处
理 。 延迟性疼痛指疼痛持
续 10 天以上， 可能是所选
择的宫内节育器与子宫的
形状不合所致 ， 可更换其
他种类 、 型号合适的宫内
节育器。

白带增多 宫内节育器
在宫腔内对子宫内膜刺激，

引起无菌性炎症可使子宫
颈液分泌增加 。 一般经数
月 ， 宫内组织适应后逐渐
减少 ， 多数不需治疗 ， 也
可在医生指导下吃药进行
调理 ， 如果效果不明显或
情况加重 ， 应及时去医院
进行检查。

当出现以上这些情况，
药具服务人员应及时随访，
指导服务对象定期到医院
检查， 一般置器后 1、 3、 6
个月各复查一次 ， 以后每
年检查 1-2 次 ， 以减少服
务对象身体的不适。
衡阳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

贺春姿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磊
彭萍 彭璐） 4 月 15 日~21
日是第 24 届全国肿瘤防治
宣传周。 4 月 19 日， 湖南
省肿瘤医院院长刘湘国 、
副院长王静带领曾在该院
治疗过的 3 位抗癌明星来
到该院病房， 以抗癌明星
自身实际经历向病友 “传
经授道”， 激励患者树立信
心战胜癌魔。

“我叫刘金华， 是一位
乳腺癌患者， 已经康复 28
年了。 现在不仅活下来了，
而且活得很舒心、 很精彩、
很有价值。” 活动现场， 今
年 64 岁的抗癌明星刘大姐
激动地说道， 她之所以能
有今天， 是因为有三个好
家： 相亲相爱的温暖之家、
一个正规权威的医疗之家、
一个群体抗癌的康复之家。

1990 年 2 月， 刘大姐
左乳实施根治术、 右乳进
行切除术后， 28 年来的毎
个日日夜夜， 她的家人始

终陪伴守候在旁。 她的手
术治疗全部在省肿瘤医院
进行， 非常成功。 出院后 5
年中， 该院主动催促她定
期检查， 问寒问暖， 人性
化服务非常到位 。 此外 ，
她还是 “湖南省抗癌协会
癌症患者康复俱乐部” 第
一批加入的会员。 近 20 年
来， 她一边获得和享受康
复俱乐部给予的一切， 一
边以饱满的热情尽己所能，
为学员、 会员朋友和前来
咨询的癌症患者、 家属解
疑答惑， 累计接待热线电
话近万人次， 培训患者学
员达 700 人之多。

今年 69 岁的郭兵则是
一位肺癌抗癌明星 。 2009
年 3月， 由湖南省肿瘤医院
胸外二科的谭正主任医师和
吴劼副主任医师主刀， 为她
切除了左下肺恶性肿瘤， 当
时诊断是肺粘液型腺癌， 手
术很成功。 8 年多来， 她一
直在该院治疗、 复查。 2015

年元月初， 她也参加了省抗
癌协会康复俱乐部， 从此不
再感到孤单无助。

1998 年， 44 岁的潘大
姐被确诊患了恶性程度极
高、 生成率极低的 “宫体
平滑肌肉瘤”， 且已到了中
晚期。 在亲人与医护人员
反复耐心开导下， 潘大姐
手术后开始积极配合治疗，
接受了 5 次化疗， 与病魔
顽强拼搏， 战胜了精神与
肉体的双重折磨。

刘湘国表示： “患者
的心态与癌症的发生、 发
展和转移都息息相关， 在
接受手术、 放疗、 化疗等
常规治疗后， 患者大多存
有怕复发转移的心理隐患，
有的甚至不久就发现复发
转移。 如果不能克服心理
障碍， 免疫系统就会加快
受损， 这对康复是十分不
利的， 因此， 乐观心态无
疑是患者共同抗癌的 ‘特
效药’。”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星） 4 月 18 日， 湘潭县召开卫生
和健康工作会议， 就全县卫生和 “健康莲乡” 建设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 副县长杨欣荣出席。

会议指出， 过去一年， 全县卫计系统克难奋进， 务实
工作， 医卫体制改革持续深化， 健康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健康莲乡 ” 建设不断推进 ， 公共卫生工作持续开展 。
2018 年， 全县卫计工作将在落实系统党建重点工作、 推
进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抓实县委
县政府重点工作、 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强化医疗机构
管理等方面着力， 推动全县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

会上， 杨欣荣对卫计系统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 就
下一步的卫生和健康工作开展， 她要求， 全力以赴推动卫
生县城创建， 认清创建形势， 抓好时间节点， 落实创建任
务； 全力以赴强化 “健康莲乡” 建设， 改善人居环境， 抓
实公卫服务， 推动健康教育； 全力以赴开展医卫体制改
革， 提升硬件环境， 切实解决问题， 注重队伍建设， 全力
以赴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以更大的力度、 更高的效率、 更
严的要求、 更强的措施， 全面推动湘潭县卫生和健康工作
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梦 杨沙 吴江鹅） 近日， 怀化市通
道侗族自治县举办文化旅游推介活动暨大戊梁歌会。 为做
好活动期间的医疗卫生应急保障工作， 该县卫计局成立应
急工作医疗保健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医疗保健救治
组、 卫生防疫组和卫生监督组等多个工作小组， 全力做好
大戊梁歌会期间医疗卫生应急保障工作。

该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执法人员对全县各宾馆
及周边公共场所经营单位进行全面卫生监督检查， 重点针
对定点接待宾馆的公共场所和生活饮用水进行卫生监督监
测。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执法人员记录在案， 责令立即
改正。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名样 肖原） “好感谢你们， 年年
为我们组织 ‘两癌’ 免费筛查， 使我们很好地了解自己的
身体状况， 提前发现疾病， 做到疾病早发现、 早诊断、 早
治疗。” 4 月 17 日， 娄底冷水江市冷水江街道冷金社区育
龄妇女贺丽梅对卫计工作人员感激地说。

当天， 冷水江市冷水江街道卫计办和街道计生协联合
组织适龄妇女 （含流入人口） 参加免费 “两癌” （乳腺
癌、 宫颈癌） 检查和妇幼健康知识讲座， 次日正式启动
“两癌” 筛查。 据悉， 筛查从 4 月 18 日启动， 截至 5 月 3
日完成， 检查预计人数为 1400 余人， 项目由冷水江市妇
幼保健院承担。

湘潭关节外科技术高级研讨会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4 月 21 日， 由湘潭市医学会
骨科专业委员会主办、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办的 2018
年湘潭关节外科技术高级研讨会， 在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学术交流中心召开。 大会邀请了澳大利亚人工关节创始人
钟惠光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大骨科主任王万春教
授、 湖南省人民医院关节外科李晓声教授、 中南大学附属
医院骨肿瘤科主任李先安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谢杰博
士、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梁培雄教授、 骨科副主
任谭述军教授等专家， 分别进行了专题讲座。

当天的高级研讨会分为 “手术直播”、 “教授释疑” 和
“专家讲座” 3 个部分。 钟惠光教授先为一位七旬患者进行
膝关节手术， 在研讨会上视频直播， 医学博士谢杰进行现
场讲解； 继而由钟教授对与会者的提问进行解答、 并讲授
了 《髋关节股骨侧翻修》。 专家们还就膝关节的微创置换、
肿瘤手术、 假体选用等方面的治疗， 以及髋关节的翻修的
处理等进行了研讨， 尤其对 《微创膝关节置换的认识和应
用》、 《膝关节周围肿瘤的手术抉择》 等方面有显著提高。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专家们的理论授课形象、 生动， 现场
直播见识了 “稳、 准、 快” 的手术风范， 教授释疑让我们
了解到了骨科的前沿技术， 真是收获满满、 受益匪浅。

抗癌明星走进病房“传经”

乐观心态是抗癌“特效药”

放置宫内节育器后的
不适及处理

入户宣讲健康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