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微） 5
月 12 日～13 日， 在第九届全
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
技能竞赛总决赛上 ， 由湘雅
学子王宁 、 李洁 、 舒常发 、
周伶俐组成的中南大学代表
队 ， 在膀胱造瘘 、 乳房脓肿
切开引流 、 肠坏死切除吻合
等众多比赛项目中充分展现
出过人的实力， 从 42 支参赛

队伍中脱颖而出夺得特等奖 ，
实现了 “六冠王” 的骄人成绩。

据悉 ，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
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始自 2010
年， 每届参赛医科院校均超过
百所， 堪称中国医学生的 “奥
林匹克 ” 。 本次竞赛的主题是
“竞技竞医术 ， 展德展仁心 ” ，
旨在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 加强
医学生临床基础理论 、 基本知

识、 基本技能和人文关怀精神的
培养， 提升医学生创新能力、 实
践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全面提
高医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才培养质
量。 2012 年 ， 由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培训的中南大学代表队在第
三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
床技能竞赛总决赛中荣获特等
奖， 到本届比赛已是第六次获此
殊荣。

������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芳） 近日， 株洲
市三医院外一科成功为一名 106 岁高龄老人
陈幼清进行开颅手术。

高寿老人陈幼清 4 月 27 日因神志不清、
大小便失禁被送至株洲市三医院急诊科。 门
诊行 CT 检查诊断为： 头颅双侧慢性硬膜下
血肿， 出血量较多， 病情危重， 应马上手术
治疗， 遂将老人收住该院外一科。

为使手术进展顺利， 以防术中出现意外
情况， 该院召集呼吸内科、 心内科、 麻醉科
等相关科室专家集体会诊， 查阅大量资料文
献， 制定了术中、 术后各种突发意外处置方
案。 庆幸的是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术
后， 在护理人员的精心护理下， 老人恢复很
快， 已于 5 月 7 日出院回家调养。民生立县

妇幼先行

湖南
药具园地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药具管理服务中心

�������5 月 14 日， 益阳市
桃江县计生协会、 县红
十字会联合开展应急救
护进农村暨义诊活动。
图为该县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在马迹塘镇丫锋村
现场向群众普及气道异
物梗阻应急救护技能。

通讯员 刘江晖
文有定 摄影报道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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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凌晨 2 时 50 分 ，
“嘀嘟……嘀嘟 ” 一阵急促的
120 警笛声划破深夜的宁静， 产
妇陈女士被紧急送至岳阳市妇
幼保健院的产科， 产科、 麻醉
科、 手术室、 检验科、 输血科
的医护人员立即全力抢救这位
产后大出血的两孩妈妈。

原来 ， 当天凌晨 1 时多 ，
陈女士突然感到下身一股热流，
随即发现裤子上、 床上出现一
大滩血迹。 这可吓坏了她和家
人， 赶紧拨打岳阳市妇幼保健
院 120 急救电话寻求救治。 到
达病房时 ， 陈女士面色苍白 ，
全身皮肤湿冷， 呼之意识模糊，
不能对答。 据了解 ， 15 天前 ，
陈女士在当地一家医院刚做过
第二次剖宫产手术， 术后恢复

出院， 不料出现这样紧急的情
况。 家属告诉医务人员： “出
了好多的血 ， 她本身就贫血 ，
她的手都变冷了。” 产科医护人
员立即上心电监护， 血压显示
60/40 毫米汞柱 ， 脉搏 126 次/
分， 呼吸 25 次/分， 发现其阴道
内流出约 600 毫升的淤血块 ，
出血仍在继续。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 该
院产科主任肖锦艳主任医师指
示立即启动全院抢救。 告知家
属病危、 监测生命体征、 按摩
子宫促进子宫收缩、 抽血化验、
做好术前准备， 将病人送往手
术室抢救……

肖锦艳仔细给患者查体 ，
探查软产道无损伤， 宫底脐下
两指， 宫腔大量积血， 立即清

除宫腔积血， 床旁 B 超显示剖
宫产疤痕处仍有活动性出血 ，
而且出血量不小。 陈女士被诊
断为晚期产后大出血， 子宫复
旧不良 ， 子宫切口愈合不良 ，
出血性休克， 失血性贫血。

医生当机立断， 一致决定
暂时保守治疗， 立即行宫腔水
囊填塞术止血。 抢救工作紧张
而有序， 球囊放置好后复查 B
超， 活动性出血止住了， 患者
血压也逐渐回升。 全体抢救成
员紧悬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在
多名医务人员 1 个小时的抢救
下， 陈女士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凌晨 6 时被转回产科的特护病
房监护。 目前， 陈女士已经康
复出院。

通讯员 徐松

������口服避孕药是较常见的药物类避孕方
法， 分为女性口服避孕药和男性口服避孕
药。 下文中的口服避孕药专指女性口服避孕
药， 主要介绍短效口服避孕药。

短效口服避孕药主要有： 复方左炔诺孕
酮片、 复方炔诺酮片、 复方醋酸甲地孕酮
片、 左炔诺孕酮炔雌醇 （三相） 片、 去氧孕
烯炔雌醇片 （妈富隆 ）、 复方孕二烯酮片
（敏定偶）、 屈螺酮炔雌醇片 （优思明） 等。
短效口服避孕药根据其成分不同， 有的从月
经周期第 1 日起， 有的从月经周期第 5 日起
开始服用第 1 片， 服用前请遵医嘱或仔细阅
读说明书， 但请注意， 所有的短效口服避孕
药必须坚持连续服完一个周期 （现在国家免
费提供的和市面销售的短效口服避孕药， 都
是 1 板为一个周期）， 每晚 1 片， 中间不得
漏服或更换其它成分的避孕药。 一旦发生漏
服， 除按规定服药外， 应在 24 小时内加服
1 片。

目前的口服避孕药副作用非常轻微， 只
是在刚开始服用时可能会有少部分人出现类
早孕反应， 一般在 1 个周期内会自动消失。
若服完 1 个周期症状仍未减轻， 可考虑更换
避孕药， 选择雌激素含量较少的药物， 或改
用其它避孕方法。

口服避孕药方法简便， 但哺乳期妇女、
更年期妇女、 患急性肝炎、 肾炎、 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 甲状机能亢进、 子宫肌
瘤、 肺结核等病
的妇女， 不宜服
用。
湖南省卫生计生
委省药具管理服
务中心 聂劲松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宇） 5
月 10 日， 长沙市副市长陈中专
题调研长沙市智慧医疗工作 ，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是现场查看
点之一。

在长沙县妇幼保健院现场
调研时， 院长夏宇详细介绍了
长沙县 “智慧医疗” 云平台的
建设 ， 向大家展示了长沙县
“两癌” （乳腺癌和宫颈癌） 筛

查、 妇女健康、 儿童健康实时
监测平台、 长沙县远程医疗平
台等。 随后， 陈中还观看了医
院微信预约挂号、 微信查询检
验结果等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流程。

陈中对长沙县 “智慧医疗”
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
分的肯定， 认为长沙县的智慧
医疗工作是走在前列的。 他指
出， “智慧医疗” 建设举足轻
重、 至关重要， 要以长沙县已

形成的云平台建设为基础进行
试点推广， 加快智慧门诊、 智
慧病房、 智慧云平台建设。 市
卫计委要加快智慧医疗项目建
设进度， 推进医疗卫生大数据
分析与决策系统、 区域性业务
系统的建设 ， 让 “智慧医疗 ”
这一民生工程进一步方便广大
老百姓， 让他们在基层能享受
到专家的服务， 进一步提升人
民群众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帮亮 李艳芝） 连日
来，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疾控中心工作人
员来到各乡镇、 村寨采集水样， 对农村生活
饮用水进行检测。

该县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主要
对丰水期和枯水期水质进行卫生监测， 系统
了解全县农村饮用水卫生基本状况和变化趋
势， 为加强饮用水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和
技术支持， 对水质浊度、 肉眼可见物、 微生
物、 氨氮指标等合计 33 个项目进行水质监
测分析。 截至目前， 今年已对包括县自来水
公司在内的 80 个水源监测点进行采样检测。

产后大出血救治记

长沙市副市长陈中
充分肯定长沙县“智慧医疗”工作

普及气道异物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