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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肉瘤由“豌豆”变“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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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 娄底市全面加强公
立医院党的建设， 在公立医院实行
书记领导制、 院长执行制、 纪委交流
制管理， 形成了党委决策、 院长执
行、 纪委监督的工作新格局， 取得了
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 廉政风险明显减小的良好效果。

实行书记领导制， 党委领航管
全局 全面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
书记是关键。 2018 年 10 月， 娄底
市卫健委在医院党委换届过程中，
配合市委组织部对市直医院党政班
子进行考察调整， 交叉任职， 将政
治强、 业务精、 敢担当的 5 名同志，
选调到市直公立医院担任党委书记。
同时， 明确规定党委书记负责主持
医院党委全面工作， 是党建工作第
一责任人， 是医院的 “一把手”。 今
年来， 各医院党委书记主持召开党

委会， 讨论决定医院改革发展、 财
务预决算、 “三重一大” 等重大问
题； 讨论研究决定院长办公会议提
交的重要行政、 业务工作等事项，
真正发挥了党委把方向、 管大局、
作决策、 促改革、 保落实的领导作
用， 彻底改变了过去公立医院院长
既是 “运动员”， 又是 “裁判员”，
党建 “薄弱”、 监管难到位的局面。

实行院长执行制， 党委导航事
业兴 娄底市明确规定， 公立医院
院长为法人代表， 在医院党委领导
下， 全面负责医院的行政管理、 医
疗、 教学、 科研工作。 市卫健委对
6 家市直公立医院领导班子进行调
整时， 除市骨伤医院书记、 院长由
一人担任外， 其余医院均进行了书
记、 院长分设。 院长在医院党委领
导下， 依法依规行使职权， 准确、

及时、 有效地完成各项工作。
推行院长执行制以来， 各公立

医院院长认真履职， 主持召集院长
办公会议， 讨论决定贯彻落实党委
会议决议的有关措施， 讨论决定医
院医疗、 教学、 科研和行政管理中其
他需要集体决策等事项， 医院各项工
作高效运转， 工作质量明显提高。

实行纪委交流制， 党委护航拂
清风 娄底市卫健委全面落实从严
治党的要求， 大力加强了公立医院
的纪委建设力度。 在市直公立医院
均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设置了
专职纪委书记， 全面履行医院监督
执纪问责职责。 同时， 对 6 家市直
公立医院的纪委书记实行交流任职、
垂直管理， 医院纪委书记向市卫健
委党组和市纪委监察委驻委纪检监
察组负责， 每年向驻委纪检监察组

述职， 由驻委纪检监察组进行年度
履职考核。 各医院纪委书记在 “过
度医疗” 专项整治行动中敢于 “亮
剑”、 敢于监督、 敢于担当， 真正行
使了监督执纪的权力。

娄底市通过不断加强公立医院
党的建设， 把抓党建与促业务相结
合， 实现了双促进、 双发展。 市中
医医院成功创建 “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 全面实施药品耗材 “带量采
购”， 2018 年全市节约药品采购费
用近 1.2 亿元。 深入开展 “过度医
疗” 专项整治， 全市门诊次均费用
同比下降 0.33%、 住院人均费用同
比下降 2.06%， 是湖南省唯一负增
长的地市。 全面开展人民满意医院
活动， 全市公立医疗机构门诊、 住
院患者满意率分别达到 92.17% 、
93.67%， 比上年明显提高。

������本报讯 （通讯员 徐雨帆） 家住衡阳
市衡山县的严先生怎么也想不到， 18 年
前发现右臀部一颗豌豆大小的肿块， 近两
年内竟迅速恶化长成了一个篮球大小的软
骨肉瘤， 卡压着他的坐骨神经， 严重影响
了生活质量。 8 月 2 日， 在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骨病专科主任何洪波教授、 罗伟副教
授等人的治疗下， 运用 “黑科技”， 终于
将这颗长在骨盆上的直径近 30 厘米、 重
量达到 7 千克的恶性肿瘤 （软骨肉瘤） 完
整摘除。

据何洪波教授介绍， 目前软骨肉瘤最
有效的治疗是手术广泛切除。 严先生的肿
瘤体积过于巨大， 前上方压迫腹腔脏器和
血管， 后方卡压骶骨和坐骨神经， 加上骨
肿瘤无法推动， 手术视野很小。

通过术前影像学评估发现， 患者的肿
瘤是从髂骨上长出来的， 肿瘤的 “根” 在
髂骨上， 想要完整切除， 就必须要截骨。
在将肿瘤切除干净的前提下， 为了尽可能
保留患者的原有组织， 何洪波及其团队选
择用 “MR 技术+3D 打印导板” 帮助实现
精确截骨。 通过 3D 打印， 严先生的肿瘤
被 1： 1 复刻下来 ， 配合术中使用 MR
（混合现实） 技术， 能将手术并发症的发
生率降到最低。

�������为让准妈妈尽情绽放孕育之美， 留住孕期的美丽， 给宝宝留下一份特殊的纪念， 8 月 7 日， 郴
州市汝城县妇幼保健院孕妇学校， 举办了“玩转七夕， 高度炫腹” 肚皮彩绘活动， 30 余对准爸爸、
准妈妈欢聚一堂， 准爸爸在准妈妈肚皮上用无毒无害的染料创意彩绘， 彩绘完成后准妈妈向观众展
示她们美丽之极的大肚皮。 通讯员 朱忠达 袁海英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超 朱文
青） 长沙进入持续高温天以来，
不少市民选择去水上乐园游玩避
暑， 然而水中虽然清凉， 皮肤却
依然逃不过烈日的炙烤。 据长沙
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数据显示， 近
两周该院收治近 20 例因游泳戏
水导致晒伤的市民。

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
任医师张超介绍， 高温天， 中午
十二点到下午两点这段时间是太

阳直射时间段， 紫外线最强。 很
多市民以为泡在水里就不会被太
阳晒伤，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因
为紫外光在水面上可经多次反
射， 使得人在水中受紫外光照射
的剂量和程度比陆地上更大， 更
易灼伤皮肤， 造成晒伤， 主要表
现为皮肤发红、 水肿、 起水疱，
伴有灼痛感或刺痛感。

张超提醒广大市民， 去海边
或水中游玩时， 一定要做好充分

的防护措施， 可以选择戴上宽沿的
遮阳帽， 打把防紫外线遮阳伞， 戴
副太阳镜、 穿上防晒服， 涂上防晒
霜， “多管齐下”， 避免因强烈的
紫外线照射发生急性光毒性反应
引起皮肤损伤； 如果下水游玩， 应
避开中午这段紫外线最强的时间
段， 在水中玩耍的时间不能太长。
提前半小时涂防晒霜， 若需要长
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每隔 1-2 小
时擦一次。

绽放孕育之美

娄底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主任 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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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市公立医院实行“三制管理”

老年人安全用药八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