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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新闻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慧）
8 月 8 日 ， 宁乡市人民医院
急诊急救大楼启用仪式隆重
举行。 宁乡市政协副主席李
纯 、 政府办副主任彭晓静 、
市卫健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
长刘亮平等领导专家出席启
用仪式， 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全体中层骨干等 200 人参加。
仪式由宁乡市卫健局副局长
姜萍主持。

启用仪式上， 该院院长
刘亮对宁乡市人民医院的发
展历史和现状、 急诊急救大
楼开诊的情况等进行了详细
介绍。 急诊急救大楼的启用，
将极大改善宁乡医疗环境 ，
为宁乡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 安全、 舒适、 快捷的医
疗服务， 推动宁乡诊疗水平
再上新台阶。

急诊急救大楼最大限度
缩短患者抢救时间

据了解， 宁乡市人民医
院急诊急救大楼改扩建工程
是宁乡市委、 市政府健康宁
乡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 同
时也是医院为完善急诊急救

中心功能， 改善群众就医环
境，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八
大工程之一。

急诊急救大楼改扩建总
面积近 7000 平方米 ， 新增
5150 平方米， 根据急危重症
患者在整个抢救过程中的各
种医疗需求而设计 ， 布局 、
流程更为合理， 功能更为齐
全， 抢救更为快捷、 高效。

急诊区域的设计， 充分
体现了 “患者少动、 医生多
动、 抢救及时” 的急诊诊疗
理念， 打造了一个完整、 快
捷、 高效的一站式急诊急救
平台， 最大限度缩短患者抢
救时间。 门诊大厅内宽敞明
亮， 优美的环境、 精心的人
性化设计、 规范化的就诊流
程， 处处彰显着人文范， 给
患者全新的就医体验。

该院院长刘亮说： “服
务体现在细节上， 大楼里的
设计充分考虑了患者的心理
需求， 希望患者可以享有一
个轻松愉快的就医体验。 我
们一直致力于打造和谐医院，
将来还会推出更多温暖人心
的服务。”

打造湖南省综合实力
最强县域医院急救中心

该项目从 2017 年 9 月开
始建设， 2019 年初建成。 根
据服务定位， 宁乡人民医院
急诊大楼新建建筑面积 7000
平米， 其中包含急诊科、 综
合病房、 儿科重症监护室和
急诊重症监护室等四层， 改
建后增加床位数 136 张， 是
一栋综合立体的医疗建筑 。
大楼内所有急诊诊室均由中
高级医生坐诊， 能够满足年
急诊量 20 万人次的需求。

医院利用学科和地理优
势， 重点打造五大中心： 急
诊急救中心、 胸痛中心、 卒
中中心、 创伤中心、 儿童急
救中心。 急诊急救大楼的建
成和投入使用， 不仅标志着
医院急诊急救医疗服务事业
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更进一步完善了宁乡市急诊
急救 “生命圈” 体系， 为急
危重症患者带来了更大的便
利、 更优质的服务， 能够服
务更多患者 ， 惠及宁乡百
姓。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肖鹏飞） 25 岁的小李来
自娄底涟源， 3 年前因为肝功能衰竭接受了全肝原
位经典肝移植手术。 手术大约一年后， 小李在例行
复查中发现胆总管有结石 ， 没有太在意 。 直到
2019 年 5 月， 出现畏寒、 发热、 黄疸等不适， 核
磁共振检查诊断为 “胆总管结石、 胆道吻合口狭
窄”， 需手术治疗， 但因小李肝移植术后解剖结构
异常， 手术中可能找不到胆总管， 手术风险和难度
巨大。 近日， 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专家冲破重重风
险为小李施行手术， 让这个年轻的生命再获新生。

术前胆道探查发现， 由于小李曾做过肝移植手
术， 腹内脏器粘连严重， 肝脏与膈肌融合， 手术分
离困难； 另外， 肝门被肠管大网膜覆盖， 常规入肝
途径不通。

该院肝胆外科首席专家吴金术教授、 陈晚平副
主任医师、 肖鹏飞医生等组成的手术治疗团队另辟
蹊径找到病变胆管， 取出胆总管内结石大小约为
15×10×10 立方毫米； 切除胆管吻合口狭窄并进行
胆管拼合整形， 形成一个宽大的胆管盆， 进行胆肠
内引流， 彻底解决胆管狭窄的问题， 避免了再次长
结石的可能性。

手术共历时四个多小时， 出血量约 20 毫升。
术后， 小李恢复顺利， 第二天肛门排气， 可进食流
质并下床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章彩 石荣） 近日， 长沙 1 岁
的彤彤 （化名） 因为反复发热， 偶尔咳嗽， 被妈妈
带到附近诊所进行了输液治疗， 可 3 天的消炎、 抗
病毒药都用了， 孩子的情况却并没有好转。

彤彤妈妈带彤彤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儿科就
诊， 该科主任薛亦男仔细检查了彤彤的情况发现， 孩
子体温 39℃、 精神差、 双眼球结膜充血、 全身散在皮
疹以斑疹为主， 胸背部明显并融合成片， 咽后壁可见
鹅卵石样滤泡， 杨梅舌， 双手掌、 脚底可见皮肤潮红
及硬肿， 双侧颈部淋巴结肿大。 配合相关检查及化验
结果分析， 薛亦男确诊孩子患上了川崎病。

随后， 彤彤立即住院进行了系统治疗， 经静脉
丙种球蛋白、 抗炎、 抗血小板聚集及对症支持治疗
后， 恢复良好， 即将康复出院。

据了解， 川崎病， 又称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
征， 主要发生于 5 岁以下儿童、 婴幼儿， 临床多表
现有发热、 皮疹、 颈部非脓性淋巴结肿大、 眼结膜
及口腔黏膜充血、 杨梅舌、 掌跖红斑、 手足硬性水
肿等， 以心血管系统的损害最为严重。

������本报讯 （通讯员 莫莎莎 易银芝） 10 岁的晨晨
（化名） 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2009 年仅几个月大的
他患上右股骨远端急性化脓性骨髓炎， 尽管经过治
疗， 但最终还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畸形。 近日， 湖
南省儿童医院骨科主任梅海波利用数字化技术联合
3D 打印手术导板技术成功为晨晨 “拉直” 右腿。

晨晨有严重畸形且下肢不等长， 如应用传统的
手术方案， 手术难度特别大。 为寻求最佳的手术治
疗方案， 梅海波带领团队成员将数字化技术联合
3D 打印手术导板应用到手术中， 将手术进行虚拟
设计、 数字模拟手术、 截骨方案的设计、 预手术等
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术前进行充分设计， 制定出精准
化、 最优化的手术方案。

经过术前的精心准备， 7 月 26 日， 通过运用
三维重建、 虚拟仿真和导航技术， 顺利完成了此例
高难度的手术。

������本报讯 （通讯员 程峰）
近日， 饱受癌痛折磨、 终夜
难眠的刘大叔在岳阳市二人
民医院成功进行鞘内吗啡泵
植入手术治疗后， 终于睡了
数月来第一个 “整觉 ” 。 他
的女儿刘女士无比欣喜地握
住医生的手说 : “我爸终于
感受到了生的希望。”

刘大 叔 今 年 56 岁 ， 6
月份确诊肺癌骨转移， 腰背
部及双下肢剧烈疼痛， 每日
口服吗啡高达 100 多毫克 ，
但疼痛仍然难以抑制， 夜间

多次爆发性疼痛， 经常整夜
无法入睡。 女儿为了改善父
亲的生活质量， 曾在市内辗
转求诊于多家医院， 奈何癌
痛顽固， 口服给药及肌肉注
射、 静脉注射等方式有效时
间短， 给药频率高， 仍然无
法将刘大叔从癌痛的深渊中
拯救出来 。 不久前 ， 他们
辗转来到了岳阳市二医院
疼痛科 。 疼痛科主任李勇
辉带领科室对刘大叔的病
情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 ，
并 成 功 为 刘 大 叔 实 施 了

“鞘 内 吗 啡 泵 植 入 手 术 ” ，
术后 ， 刘大叔疼痛感明 显
降低 ， 夜间能够平静入睡 ，
手术效果良好。

李勇辉介绍， 重度癌痛
让患者痛不欲生。 “鞘内吗
啡泵植入” 优势在于将药物
直接送到脊髓蛛网膜下腔 ，
起到直接镇痛效果。 经吗啡
泵的给药剂量只需要口服药
量的 300 分之一， 静脉用药
量的百分之一， 可大大减少
患者肝肾的负担和各种副作
用的发生率。

优质 安全 舒适 快捷

宁乡市人民医院急诊急救大楼正式启用

为困难群体发放救助物资

��������近日，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
县红十字会在武溪镇
城南社区举行“困难
群体救助物资发放”
仪式。 活动为城南社
区 88 名困难群体发
放了家庭包、 棉被、
毛巾被等价值 1.3 万
余元救助物资。

通讯员 戴会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