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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要闻02
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丽君 )
“谢谢你们， 孩子长大以后， 我一
定带他来看你们， 让他永远记住
自己的救命恩人。” 7 月 1 日， 郴
州市永兴县的廖女士不顾刚坐完
月子的虚弱身体， 带着两面锦旗
来到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儿科·新生
儿科， 她满眼泪花、 喜极而泣地
感谢医务人员精心的治疗。

三个月前， 怀胎刚到 5 个月
的廖女士突然 “胎膜早破”。 众所
周知， 胎膜早破是一种非常危险
的妊娠并发症， 可导致分娩困难、
胎儿窘迫、 新生儿窒息等后果， 严
重时胎儿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
家人不敢耽误， 当即将廖女士送
到湘南学院附属医院产科治疗。

廖女士腹中的宝宝在胎膜早
破的情况下， 经湘南学院附属医
院产科医务人员的全力治疗， 竟
然奇迹般地支撑到了 28 周。 如果
此时将宝宝生出来， 婴儿的存活
几率仅为 25%， 但由于破膜时间
较长， 廖女士和宝宝都出现了较
为严重的感染， 继续妊娠极有可
能危及母子生命。 考虑再三， 廖

女士还是决定剖腹产下小宝贝。
提前 12周出生的小宝贝， 出生体
重仅有 1.35 千克， 只有巴掌大，
胳膊只有成人手指粗， 宝宝出生
后出现气促、 呻吟等症状， 随即
被送入湘南学院附属医院新生儿
科治疗。

儿科·新生儿科主任邝爱玲介
绍说： “37 周之前出生的宝宝称
为早产儿， 而28 周之前分娩的宝
宝称为超早早产儿。 由于各个系
统发育欠完善， 死亡几率极高，
并且非常容易发生难以处理的并
发症。” 而廖女士的这个宝贝， 除
了是超早早产儿、 极低体重儿，
还伴有严重感染 、 肺透明膜病
（IV 级）、 新生儿肺炎、 早产儿脑
损伤、 颅内出血、 动脉导管未闭、
高钾血症、 低钙血症、 代谢性酸
中毒等问题。 摆在大家面前的是
呼吸、 喂养、 感染、 循环等一道
道难关， 新生儿科每一位医务人
员都像投入一场战役一样绷紧了
弦。 小宝贝入院后， 新生儿科医
务人员立即给小宝贝完善各项检
查， 心电监护密切监测生命体征，

CPAP 辅助呼吸、 抗感染、 补液、
光疗等多种治疗措施。 科主任邝爱
玲、 儿科专家苏维组织全科医务人
员讨论制定治疗与护理方案， 大家
一丝不苟地关注着小宝贝的病情变
化， 随时做好抢救准备。 令人惊喜
的是在所有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与
护理下， 小宝贝呼吸一天天增强，
奶量一天天增加， 体重也在一天天
上涨。 一连串的好消息， 让原本以
为就要失去这个孩子的廖女士充满
了希望。

经湘南学院附属医院新生儿
科医务人员 43 个昼夜的精心治疗
和护理， 小宝贝各项生命体征平
稳， 可以自行吮吸乳汁， 体重也
达到了 2.1 千克， 终于顺利出院
回家了。

邝爱玲主任提醒， 准妈妈在
整个孕期应重视产前检查， 保持
心情愉快， 注意交通安全， 减少
碰撞及外伤， 避免剧烈活动或过
度疲劳， 尽量少做弯腰等动作，
谨防腹压过大或刺激过强， 可一
定程度上避免胎膜早破及胎儿早
产发生。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陈文
玉） 7 月 3 日， 在 2017～2018 年
度湖南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
目管理培训班上， 公布了湖南首
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部分结
果。 数据显示， 儿童患龋率逐年
升高。 专家表示， 甜食和饮料是
儿童患龋率逐年升高的主要原
因。

2016 年 ， 湖南首次开展口
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 ， 对省内
3882 名 3～5 岁儿童进行随机抽
样， 调查结果显示： 3 岁儿童患
龋率为 53.2%， 4 岁儿童患龋率
为 66.5% ， 5 岁儿童患龋率为
73.4%， 3～5 岁儿童患龋率合计
为 64.6% ， 儿童患龋率逐年升
高。 需要引起家长注意的是， 儿
童患龋率逐年升高主要与饮食习
惯有关。 调查表明， 25.9%的儿
童每天吃甜点和糖果， 59.4%的
儿童每天喝饮料 ； 只有 59.3%
的儿童每天刷牙 1～2 次。 根据以
上结果不难发现， 湖南 3～5 岁儿
童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每天进食
甜 食 ， 近 六 成 每 天 喝 饮 料 ，
40.7%的人没有每天刷牙的习惯，
因此导致儿童患龋率一直居高不
下。

作为湖南省牙病防治指导组
挂靠单位 ， 湖南省人民医院从
2002 年开始负责全省的牙病防治
管理工作。 从 2008 年至 2017 年，
湖 南 共 计 完 成 窝 沟 封 闭 牙 数
962355颗， 封闭人数 272929人。

��������7月4日， 常德市石门县人民医院“名医走基层” 团队一行 20
人集合出发去往三圣乡象牙坪村。 该村 386户 1205人， 分散居住
在山腰、 山顶各处。 在临时布置的简单诊室中， 近 200名村民接受
了专家诊疗咨询。 通讯员梁雨虹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钟胜 义维） 自 7
月 6 日以来， 永州市江永县遭遇入汛以来
最强连续降雨， 造成部分居民住宅进水。
水灾过后， 江永县疾控中心立即启动洪灾
后卫生防疫工作预案， 组织专业消杀人员
赶赴受灾地点开展水灾后卫生防疫工作。

专业消杀人员深入受灾地点， 将漂精
片、 84 消毒液、 喷雾器等消杀物资送到
各地， 现场指导当地干部群众做好灾后环
境消毒工作。 截至 7 月 8 日， 江永县疾控
中心共向受灾乡镇发放漂白精片 100 瓶，
84 消毒液 200 瓶 ， 宣传折页 、 小册子
1000 余份。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昌坤） 近日， 在怀
化市新晃县人民医院成功安装了心脏起搏
器的 99 岁老人康复出院， 成为全国罕见
高龄患者安装起搏器的病例。

99 岁的老人樊金莲在外休闲时突然晕
倒， 被 120 接入新晃县人民医院内一科，
住院以后老人心跳时快时慢， 高时达 170
余次/分， 慢时仅 20 余次/分。 通过药物治
疗仍达不到理想效果。 医生们讨论后认为
患者只有安装起搏器才能解决心动过缓的
问题。 6 月 20 日， 在怀化市一医院心血管
内科主任申强指导下， 手术历时 1 个多小
时圆满完成。 术后樊婆婆恢复良好， 心率
波动已达正常范围。

�����本报讯 （通讯员 田华 张桃） 7 月 7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首个
中医医联体成立暨龙山县首家国医堂开
诊仪式在该县中医院举行。 该中医医联
体的成立， 意味着该县第一艘运用 “双
向转诊、 上下联动” 分级诊疗模式建立
的 “健康航母” 正式启航。

据了解， 该中医医联体以龙山县中
医院为龙头， 全县 19 家乡镇 （街道） 卫
生院 、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联盟单位 ，
服务网络覆盖全域。 县中医院负责对基
层联盟单位进行中医技能指导， 开展适
宜技术培训， 免费接纳联盟单位医护人
员进修学习， 定期指派各类专家到联盟
单位开展教学查房， 开通绿色通道， 落
实双向转诊制度。 争取通过 3~5 年的建
设， 使各联盟单位掌握 2 至 5 项中医适
宜技术， 建设好规范适用的中医馆。

������本报讯 （通讯员 何娜 黄桂山 李文
静） 哭闹的小宝宝， 躺在 90 后护士黄玉
平 “小妈妈” 温暖的怀里， 终于甜甜地睡
着了。 这一幕， 近日就发生在郴州市桂阳
县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小宝宝姓彭，
因出生后羊水Ⅲ度污染入住该院新生儿
科， 没有父母的陪护， 宝宝的一切都由科
里的医生护士照顾。

6 月 29 日早上， 彭宝宝不停地哭闹。
在确定不是生理原因引起不适后， 黄玉平把
他抱起来轻轻地摇， 嘴里跟他说着话。 不一
会儿， 小家伙就安静下来了， 趴在 “小妈
妈” 身上似睡非睡， 小手儿还紧紧地抓着
“小妈妈” 的衣服。 黄玉平表示， 虽然自己
未婚， 并没有真正当妈妈， 但在新生儿科工
作多年， 已经能很娴熟地照顾小宝宝们。

体重仅 1.35 千克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成功救治超早早产儿

罪魁祸首是甜食和饮料

“名医走基层”进山村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实习
记者 曾瀚楠 通讯员 周蓉荣 李
敏） 湖南省 “光明扶贫工程”
项目签约及培训会议 7 月 10 日
在湖南省人民医院举行， 中国
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副会长李
守山与湘乡市扶贫办和湘乡市
第二人民医院等 10 个县市扶贫
办及医院单位签署了三方协议。

“光明扶贫工程” 旨在通
过整合社会资金， 对建档立卡
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资助， 实
现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救治。
据了解， 白内障是全球三大致
盲眼病之一， 在全国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中， 有近 60 万白内
障患者因贫困无法得到及时治
疗， 成为制约他们脱贫的主要
因素。 湖南省目前约有视力残
疾近 70 万人， 其中白内障患

者约 18 万人， 每年新增白内
障致盲达 2 万人， 而这些人大
多居住在贫困边远地区， 对于
他们来说， 失明所带来的无疑
是患者本人以及整个家庭的灾
难， 同时也是许多家庭致贫返
贫的重要原因。

湖南省 “光明扶贫工程”
由省卫生计生委、 省扶贫办联
合下文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
正式启动， 成立了项目领导协
调小组和项目技术工作小组，
制定了质控标准和临床路径。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 ， 湖南省
已完成建档立卡免费白内障手
术 5576 例 ， 力争达到 “2020
年实现对建档立卡贫困白内障
患者和基层边远地区新增贫困
白内障患者免费救治全覆盖”
的预期目标。

贫困白内障患者可获免费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