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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邵阳市中心医院 PICU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在黄晓强主任与苏娴护士长的精
心安排下， 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探视活动， 让每位患儿家属走进重症监护室探望住院患
儿。 当家属们看见自己的宝宝在住院期间也能感受到家人般的关爱时， 都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 通讯员 阳媚 李文娟 孟天笑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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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8版

������本报讯 （记者许琬婕 通讯员 魏
惊宇） 6 月 11 日， “病房里的小教
室”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外五
病区正式开班了！ 今后， 由该院医
护人员组成的特别师资团队， 将为
苗苗在病房开授量身定制的 “培养
计划”， 满足她好学的心愿。 身体尚
且虚弱的苗苗看着病床边的各位
“任课老师” 和布置一新的病房， 小
脸上写满了高兴。 这之前， 她刚打
赢了一场与死神顽强对抗 60 天的胜
仗， 也成为经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的全国最低龄患儿。

苗苗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今年
10 岁的她， 已在 1 岁和 7 岁时先后
接受了两次大型的心脏手术。 但心
脏问题没能得到彻底解决， 因心肺
功能差， 发育滞后， 体重也只有 25
千克。 今年 3 月， 一场感冒再次引
发了苗苗的肺部感染， 并加重了心
脏衰竭。 心脏提供的血液根本不够

身体使用， 导致全身器官 “报警”。
常规治疗不见任何起色， 心肺联合
移植成为苗苗活下去的唯一有效方
式。

心肺联合移植， 就是将捐献者
的心脏和肺脏同时移植到接受者体
内， 这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高风险、
高难度手术， 至今国内完成不足百
例。 再加上心肺联合移植对供体要
求极其严格， 在短时间内等到合适
的供体， 难度相当于中大奖。 巧合
的是， 4 月 10 日， 一位 4 岁半的孩
子脑死亡抢救无效， 家人决定捐献
器官延续大爱。 而幸运的是， 苗苗
配型成功。

但是， 移植却面临巨大的难度。
供体孩子只有 15 千克， 与苗苗的体
重匹配相差将近 40%， 这对于术后
心肺功能的恢复将是一个严峻的考
验。 “苗苗本身患有复杂先天性心
脏病， 且进行过两次心脏手术， 心

包腔与胸腔中组织粘连严重， 手术
情况也比没有手术史的更为棘手”，
参与此次联合移植手术的吴忠仕教
授说。

专家们连夜进行移植前准备，
对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也一一制定
了应对措施。 4 月 11 日， 该院心血
管外科主任周新民教授、 吴忠仕教
授领衔的专家团队， 一起为苗苗进
行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专家们花
了 19 个小时才去除苗苗体内已经衰
竭的心脏和肺脏， 并将捐献者的心
和肺脏安装到原来的位置。 术后，
苗苗经历了引流量过多、 心肺肝肾
及消化道等多脏器功能损伤甚至衰
竭的生死攸关期， 又历经感染与
免疫抑制的较量期； 从肾功能不
全到严重低心排综合征， 从黄疸
到溶血……每一次都是与死神擦
肩而过。 60天的坚持， 苗苗的康
复卓见成效， 最初， 连睁眼都觉

十分困难， 如今， 她已可以读书行
走了。

6 月 10 日， 苗苗已完全脱离生
命危险， 顺利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
通病房。 苗苗是个不折不扣的 “小
学霸”， 病休几个月回去考试还能拿
全年级第一。 在医院待了 3 个月有
些情绪不佳的她， 只有在收到书本、
学习机时才最开心。 为此， 医院专
门为她设立了一个 “爱心学校”， 由
医护人员兼任她的政治、 语文、 数
学、 体育、 英语、 美术和手工老师。
有了这支强大的 “师资队伍”， 相信
苗苗不仅身体会很快康复， 落下的
功课也会迅速地补回来。

������本报讯 （刘志勇） 6 月 11 日， 国家卫生健康
委印发 《卫生健康系统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
层减负的措施》， 从规范督查检查考核调研等活动、
统筹材料收取、 加强信息化管理、 精简会议文件、
切实为医务人员减负 5 个方面， 制定了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 19 项具体措施。

通知要求， 要简化基层填报的表格、 报送的材
料， 对相似表格进行整合， 避免多头填表、 重复填
表； 要强化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建立信息化项目建
设投资和运维经费协商会签机制， 对不符合整合共
享要求的信息系统不予安排运维经费； 提倡合并开
会、 套开会议、 开片会， 确保会议减少 30%~50%；
大幅精简文件， 确保规范性文件减少 30%~50%，
文件一般不超过 3000 字， 能合并的合并。

在切实为医务人员减负方面， 通知要求， 对于
医务人员必须填报的月报、 季报、 科研评价等报
表， 由医疗机构指定专门部门通过信息化手段共享
有关内容。 不得将职称外语成绩、 论文、 科研作为
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晋升职称的申报条件。 除国
家规定相应的培训项目外， 不得要求医务人员在指
定的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机构获取学分， 医务人员根
据需求自主选择学习平台， 所获学分省域间互认；
医务人员参加不同类别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取得的学
分， 在全国范围内当年度有效。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年度工作目标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确定， 不得设置
超越实际的指标要求， 任务目标确定后， 不得层层
加码。

������本报讯 （彭放 赵锦） 夏
季气温高、 湿度大， 是感染
性腹泻、 手足口病等肠道传
染病的高发季节。 长沙市疾
控中心专家近日提醒， 预防
关键在于防止病从口入， 养
成 “吃熟食、 喝开水、 勤洗
手” 的良好卫生习惯。

手是传播病菌的主要媒
介， 正确洗手可以减少 30%至

50%的疾病风险。 疾控专家提
醒， 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特别
是在饭前、 便后、 加工食物
前、 护理病人前后、 给孩子换
尿布前后、 接触鼻咽分泌物
后、 接触垃圾后要洗手， 用肥
皂水、 洗手液等清洁剂在流动
水下至少洗 20秒。

喝开水， 不喝生水， 使用
清洁的水漱口、 刷牙、 洗食

具、 水果、 蔬菜和其他食品。
装饮用水的容器需经常清洗、
消毒。 加工食品时要生熟分
开， 自制热卤熟食要用专用的
熟食案板、 刀具和专用盛放容
器， 避免交叉感染。 食用新鲜
食物。 冰箱存放的食物要生熟
分开， 用保鲜膜包好， 以防食
物在冰箱内交叉污染， 并注意
食物存放时间不能过长。

全国最低龄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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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生面的探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