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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
红霞） 近日 ， 国家卫健
委妇幼健康司在北京举
办 “农村地区乳腺癌监
测 试 点 项 目 启 动 会 暨
‘两癌’ （乳腺癌和宫颈
癌 ） 监测项目管理培训
班”， 株洲醴陵市派人参
加此次培训。

今年 8 月 21 日，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

幼保健中心专家团来到醴陵
市对妇女常见病筛查工作进
行调研。 专家团就 “两癌 ”
免费检查的项目管理、 服务
质量和信息管理等情况进行
了督导和反馈， 并对醴陵市
“两癌” 免费检查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最
终确定将该市纳入国家 “乳
腺癌” 检查项目监测和指导
的单位。

■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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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英 ）
近日， 永州市新田县中医医院干
部职工在党总支书记、 院长蒋恒
波的号召下， 为该院外科贫困住
院患者踊跃捐款， 爱心温暖了整
个病房。

患者杨小德 （化名 ） 今年
56 岁， 家住该县金陵镇瓦日头
村， 他的家庭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 ， 家中共有 6 口人 。 8 月 22
日， 杨小德因左侧腰腹部胀痛厉
害， 到新田县中医医院外科求
医。 腹部检查提示： 左肾铸型结

石并积脓， 结石占据了左肾整个
集合系统， 当班医师建议他尽快
住院行手术治疗。 考虑到患者体
内结石多， 取石难度较大， 管床
医师文涛请示科主任林彬， 组织
了科内术前讨论， 确定最佳治疗
方案为左经皮肾微小单通道取尽
铸型结石。 后分别于 9 月 10 日、
21 日、 25 日在全麻下做了第一、
二、 三期经皮肾碎石取石术。 先
后三次手术， 虽把患者肾内铸型
结石全部取尽， 但其家中已负债
累累。

文涛医师向科主任反映了患
者家中贫困情况， 林彬遂组织科
室全体医护人员为患者捐款献爱
心。 之后， 护士长把患者情况向
医院党总支做了汇报， 医院党总
支书记、 院长蒋恒波当即号召全
院干部职工积极献爱心。 9 月 30
日上午， 该院领导集体去病房看
望慰问患者杨小德， 鼓励他安心
养病， 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 当
杨小德从蒋恒波手中接过一个数
千元的爱心红包时， 眼里闪烁着
感激的泪花。

�������为增强团队凝聚力， 提升集体荣誉
感， 展示职工不惧挑战、 团队拼搏的精
神， 近日，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工会、
妇委会、 团支部联合举办跳绳比赛， 此次
跳绳比赛分为单人项目和团体项目。 图为
激烈的比赛场面。

通讯员 谈好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夏边边） 9 月 18 日，
湘潭市岳塘区东坪街道计生协邀请湘潭市
心理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湘潭市社会组织
促进会公益讲师蔡子辉老师为辖区居民带
来了一场 “父母有爱， 孩子成长无碍” 的
家庭教育讲座。

为服务全面两孩政策， 2017 年起湘
潭市计生协在全市推行 “快乐成长” 工
程 ， 涵盖 “开心宝宝 ”、 “爱随留守 ”、
“唯楚有材”、 “青春无忧” 四大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娟 李孟玲) 为庆
祝祖国 69 周年华诞暨 《中华人民共和国
献血法》 颁布实施 20 周年， 国庆小长假
期间， 郴州市中心血站举行 “我为祖国献
热血” 活动。

据统计， 活动期间， 郴州市共有 746
名爱心市民参加无偿献血， 累计捐献血液
299800 毫升。

������本报讯 （通讯员 黄连初 王文胜） 9
月 12 日， 娄底市双峰县计生协联合县教
育局、 县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 三塘铺
镇计生协到三塘铺中学开展青春健康教育
进校园活动。 该校 600 余名初二、 初三学
生参加讲座。

本次青春健康教育的主讲朱沙亮、 葛
娟均为该县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的主治
医师、 科室主任。 根据男生和女生不同的
生理、 心理发育情况， 讲座开设了男生场
和女生场； 授课老师 (医师) 利用精心制
作的 PPT， 分别深入浅出地向男生、 女生
讲解青春期各种生理、 心理特征和行为变
化， 帮助同学们科学认识自身生理世界，
正确引导青春期心理行为， 使同学们懂得
正确调节好青春期各种心态， 防止盲目的
恐慌和疑惑。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芬） 9 月 22 日至
29 日， 在辽宁大连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
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统学术会议上， 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团队在会上大展风
采。

该院消化内科主任王晓艳主任医师
受邀在会上作了题为 《EUS （超声内镜检
查术） 下引流技术能走多远》 的专题报
告。 她就当前国际上 EUS 引导下的前沿、
高难度、 最精尖新技术， 结合该院的实
践， 对 EUS 引导下胰腺囊肿/脓肿引流、
胆管引流 、 胰管引流术 、 胃肠吻合术 、
胆囊引流术及胸腹腔引流等作了精彩的
演讲， 赢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
和赞赏。

该院王芬教授就幽门螺旋杆菌与微
生态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热点问题作了
《HP 感染的危害》 的主旨发言； 与此同
时， 该院有 13 篇论文被大会收录， 其中
8 篇为壁报展示， 5 篇作书面交流， 充分
展示了该院消化内科的研究成果和实力。

������ “你们不要动， 我是外科医生！”
10 月 6 日下午，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医
院骨科医生曾朝辉一行 6 人在邵阳市城
步苗族自治县南山牧场， 途遇惊险一
幕： 陡峭的山坡下， 一辆汽车翻过来，
车身面目全非， 到处是碎玻璃， 几个年
轻人躺在路边。

曾朝辉等人立马下车进行救援。 事
故现场有一个男孩受伤较重， 满脸鲜血
躺在同伴怀中 ， 极其虚弱地低喃着 ：
“我好痛， 痛……” 同伴女孩抱住他，
一遍遍哭喊： “求求你们快叫救护车！”
情绪极不安稳。

在表明身份后， 曾朝辉立即查看伤
者瞳孔、 脉搏和身体其他部位， 并凭自
己的诊断经验预估伤情， 他大声告诉伤
者： “目前情况很稳定， 听我的， 不要
紧张， 保持体力， 不要随便移动， 安心
等待救护车！” 面对瑟瑟发抖的受伤男
孩， 曾朝辉脱下外套包在男孩身上， 同
行的医务人员李莎也用双手抱着男孩的
大腿， 希望他可以不再颤抖， 在他们温
和的安抚下， 伤者渐渐平静。

山路崎岖， 救护车上山赶到现场需
要一个半小时， 曾朝辉等人又急忙联系
附近卫生室的医生提前赶到现场进行紧
急处理。 因男孩伤口还在流血， 曾朝辉
指导给伤者按压止血， 同行的其他人一
边向路过的车辆求助， 询问是否有急救
包， 一边找来衣服、 雨伞、 枕头等帮伤
者挡风、 保暖。

在当地卫生室的医生赶到后， 曾朝
辉等人又协助他们， 帮患者测量血压，
为伤势较重的伤员建立静脉通路， 并用
碘伏和纱布进行消毒和止血包扎， 直到
确认伤势平稳， 救护车赶到才离开。

通讯员 钟佳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钟勇平） 计生特殊
家庭由于子女伤残、 死亡，
父母一旦年老多病将得不
到悉心照顾， 晚年堪忧。 9
月 28 日， 记者从湖南省计
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
项目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
2018 年， 湖南省财政预算
专项资金 1800 万元发放住
院护理补贴， 全省 7.2 万余
名计生特殊家庭成员受益。

湖南省计生协副会长
胡新凡表示， 开展计生特

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项目
工作， 不仅可以缓解计生
特殊家庭的经济压力， 也
可以解决他们住院无人照
护的现实困难。 对纳入国
家计生特殊家庭扶助制度
范围的城乡独生子女伤残、
死亡家庭夫妻和计划生育
手术并发症人员， 在定点
医疗机构住院进行护理补
贴， 计生特殊人群住院期
间， 每人每天补助 100 元，
年度内原则上最高补助 5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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