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肖同权） “宝宝， 饿
了吧， 不着急， 别呛着……” 6 月 9 日， 推
开娄底市中心医院 33 病室 （康复医学科、
中医科） 值班室虚掩的门， 温馨的一幕立即
映入眼帘， 一位年轻的女子正在给宝宝喂
奶， 美丽的大眼睛一直盯着怀里的宝宝， 柔
声细语地同他 “交流”， 娴熟的动作， 慈祥
的眼神， 无不散发着浓浓的母爱。

这位年轻的女子叫曾彩虹， 是 33 病室
的一名护士。 怀里的男宝宝叫乐乐， 目前已
经 5 个多月啦。 但乐乐并非曾彩虹的孩子，
而是患者颜女士的儿子。 颜女士怀孕 6 个月
时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导致盆骨骨折、
股骨骨折、 腰 5 横骨骨折、 脑挫裂伤等严重
的创伤， 颜女士当场昏迷， 生命垂危。 所幸
的是， 路人及时将颜女士送到了娄底市中心
医院， 在该院专家的全力救治下， 颜女士保
住了性命， 肚子里的胎儿也 “安然无恙”。
但颜女士多处骨折， 因怀孕又不能马上手
术， 只能终日躺在床上保胎。 熬到 37 孕周
时， 胎儿开始入盆， 盆骨骨折导致剧烈疼
痛， 颜女士不得不终止妊娠。 就这样， 小乐
乐出生了， 颜女士产后没多久便进行了手
术， 因治疗需要使用药物， 医生建议不要母
乳喂养， 小乐乐出生后没有吸过一滴母乳。

日前， 颜女士正在 33 病室做后续康复
治疗， 善良的曾彩虹得知乐乐母子的情况
后， 母爱油然而生， 因自己刚好在哺乳期，
便主动提出给乐乐哺乳。 她表示， 只要颜女
士还在科室做康复， 乐乐来病房， 她一定会
坚持每天给宝宝喂奶！

������本报讯 （通讯员 管华林）
6 月 9 日 ， 2O18 年衡阳市泌
尿外科新技术研讨会暨泌外
医师联盟会在衡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召开 ， 来自全市各级
医疗机构的 200 余名专家 、
学者参加会议 。 南方医科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刘存东教授、
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刘小
彭教授等知名专家出席会议，
并作了精彩学术讲座及新技
术手术演示。

讲座上 ， 衡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李冬友会同
刘存东 、 刘小彭教授分别做了
“经尿道柱状水囊前列腺扩开
术”、 “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
术” 等手术演示 ， 通过网络传
输链接 ， 在会上直播了手术操
作全过程， 从清晣的视频显示，
每台手术操作熟练 、 精准 、 快
捷， 结果圆满成功 ， 会场响起
一阵阵热烈掌声。

据悉 ， 该院泌尿外科专业

团队在李冬友的带领下， 积极开
展新技术， 在省内率先引进应用
前列腺扩开术， 此技术是目前全
国在前列腺诸多手术方法中最
佳保留原脏器的手术 。 具有无
刀口、 创伤小、 出血少、 住院时
间短 、 效果好等优点 ， 操作简
便， 手术过程仅需 15 分钟左右，
能保留男性腺体及性功能， 让性
福长相伴。 此手术适用于中小前
列腺增生及年龄大、 麻醉手术耐
受力差的患者。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慧） 近日， 一名患
者专程给长沙宁乡市人民医院心内科送来锦
旗， 他激动地拉着心内科主任罗海燕的手
说： “是宁乡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救了我，
让我活下来， 谢谢！”

5 月 29 日下午， 57 岁的外地男子刘某
正驾车行驶在常长高速公路上， 突然感到剧
烈的胸痛， 他立即含服速效救心丸后未缓
解， 立马拨打了 120。 关键时候， 覆盖宁乡
全区域的胸痛急救网络发挥了作用。 宁乡市
120 急救中心接到求救电话后， 调度员意识
到患者可能发生了心肌梗死， 指派最近的花
明楼急救分站出车。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第
一时间给患者做了心电图检查， 并立即把心
电图上传至宁乡市胸痛急救群， 对患者给予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各 300 毫克口服后， 拨
打了宁乡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急救电话。 值
班的谭利高医生通过网络询问了病情， 并查
看了心电图， 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 他向急
救医生交待了注意事项， 并立即启动了心血
管导管室， 手术医生、 护士马上来到导管室
等待。 转诊路上， 急救医生向患者解释了病
情的严重性和手术的必要性， 这样的沟通为
病人的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救护车一到医院， 患者直接被送往导管
室， 作好充分准备的医护人员立即开始手
术。 医生根据症状体征及心电图动态改变，
判断患者为急性前壁心梗， 随时可能出现心
源性猝死。 宁乡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多学科
齐心， 耗时仅 23 分钟就完成了急诊血运重
建手术， 患者胸痛缓解， 安返病房， 3 天后
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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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沈念梓） 6 月 7 日， 记者从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获悉， 湖南
省今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
生招生人数翻番 ， 由去年的
250 名上升至 568 名， 培养学校
也由 5 所增加为 7 所， 其中一
本院校有 3 所， 分别是南华大
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和吉首大
学。

凡符合湖南省统一高考报
名条件并已报名参加湖南省
2018 年统一高考、 本人及父亲
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在湖
南省农村、 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 年以上农村户籍， 有志于从
事临床医学的考生， 均可报考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2018 年湖南省定向医学生
招生计划为 568 人。 其中， 临
床医学专业 （全科医学方向 ）
招生计划 492 人， 中医学专业
（全科医学方向， 文理兼招） 招
生计划 76 人。 承担定向培养临
床医学专业的高校和招生计划
分别为： 南华大学 50 人， 吉首

大学 100 人， 湘南学院 120 人，
长沙医学院 62 人， 湖南医药学
院 60 人， 邵阳学院 100 人； 承
担定向培养中医学专业的高校
和招生计划为湖南中医药大学
76 人。 上述招生计划均纳入各
高校年度招生总计划。

今年湖南省定向医学生招
录工作首次实行以考生户籍县
为单位定向招生的办法进行 ，
实行单列志愿、 单设批次、 单
独划线， 其志愿设在本科提前
批非军事院校志愿栏内， 并设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按照各
县市区用人需求计划和考生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预录名单；
生源不足时， 可在招生学校所
在批次最低控制线降低 20 分内
按照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确
定预录名单。 降分后生源仍然
不足时， 先在本市州范围内按
照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统筹调
剂； 本市州无法调剂的， 再在
全省范围内统筹调剂， 按从高
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拟录取名
单， 直至完成计划。

据悉， 今年湖南省定向医
学生的招录计划首次由各县市
区卫生计生局 （委）、 编办和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三家单位共
同协商研究确定， 预录的学生
在规定的时间内与县市区卫生
计生局 （委）、 编办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签订 《农村订单定
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协
议书》， 其中县市区编办首次纳
入签约单位。

为消除定向医学生毕业后
定向就业的各种顾虑， 湖南省
卫生计生委、 省教育厅等单位
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各县市区
卫生计生局 （委） 和编办、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为定向医学
生预留好编制和岗位， 及时安
排毕业生到岗就业服务。 定向
医学生毕业后， 须按照定向县
市区卫生计生局 （委） 的安排，
到定向乡镇卫生院服务 6 年 ；
同时， 按政策要求参加全科专
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取得
培训合格证的， 其培训期 3 年
计入服务期限。

2018年湖南农村订单定向招收

568名免费本科医学生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邱佳） 6
月 8 日， 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莲花山村
黄沙塘组 56 岁的计生母亲彭娟娟 （化名），
叫丈夫开车送她到莲花山村部参加生殖健
康普查。 长沙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早在
村部安排妥当了， 数码阴道镜、 白带常规、
尿检……一溜儿检查下来， 再由医生现场
解答。 当天， 在莲花山村部共有 100 余人
参加了免费普查。

据悉， 多年来， 坪塘街道工委、 办事
处重视妇女生殖健康工作， 街道卫计部门
联合医院经常性开展 “送健康下乡” 活动。
坪塘街道卫计办主任徐友良介绍， 全街 9
个村 （社区）， 约 1 万名已婚育龄妇女，
2016 年之前， 街道原计生部门每年组织 4
次孕环情检查； 卫计合并之后， 街道将每
年 6 月定为生殖健康普查月， 在全街 9 个
村 （社区） 轮流检查， 时间定为 6 月 6 日
至 15日， 每年约 2000人次参加免费检查。

�������近日， 常德市安乡县疾控中心组织专业医务人
员组成健康体检工作小组来到该县官土当中学， 为学
校学生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体检项目主要有视力、
身高、 体重、 血压及口腔、 内科、 外科等。 图为该
县疾控中心医务人员为女生测血压。

通讯员 孙友 摄影报道

免费健康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