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何穰 许
崇斯） 衡阳 64 岁的范女士被
发现患上晚期乙状结肠癌已 2
年多了 ， 化疗后 ， 她的病情
和精神状态总是时好时坏 ，
目前已发展到全身转移阶段。
近日 ， 她自觉严重腹胀不适
且无法排大便 ， 继发腹痛严
重不可承受， 当地医院 CT 及
抽血化验显示 ， 范女士为晚
期肿瘤堵塞结肠引起的严重
肠道梗阻 。 家人将其紧急转
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就诊 ， 并入住痔瘘肿瘤
专科肛肠一科。

当日深夜 11 点， 范女士
腹痛腹胀加重亟待手术， 该院
肛肠一科主任谢彪认为病情
危重 ， 如果不手术 ， 可能随
时出现感染性休克或者肠道
胀破穿孔而死亡 。 但手术也

可能因为范女士在检查中发现
的血小板减少症出现切口凝血
差而无法控制地出血。 然而手
术的基本原则就是救急， 目前
患者状态差、 病情晚， 只适合
尽量小而快地解除梗阻， 缓解
病情， 因此专家团队讨论拟定
行 “结肠造口术”。

手术过程中， 由于患者晚
期肿瘤腹腔内种植 ， 肿块粘
连， 使得造口部位的肠段结构
不清， 再加上肠道膨胀、 肠壁
充盈， 因此损伤可能导致难以
控制地出血或肠道破裂引起肠
道粪水崩溃而破入腹腔， 引起
严重后果。 专家们可谓小心翼
翼在 “刀尖上跳舞 ”， 经过 2
个多小时的处理， 固定造口并
开放后 ， 立即如泉涌般喷出
2000 毫升粪水， 患者腹部明显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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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运飞 黄
鹏） 7 月 28 日晚 8 点， 湖南省儿
童医院心胸外科主任黄鹏等带领
医疗组一行 4 人来到了湖南省对
口援藏地区———山南地区隆子 、
扎囊、 贡嘎、 桑日 4 个县展开先
心病筛查工作， 拉开 2019 年 “湖
南省先心病儿童医疗筛查救治援
藏项目” 的序幕， 这是 “湖南省
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医疗救治援藏
项目” 开展以来湖南第八次进藏
对雪域高原的儿童进行先天性心
脏病筛查。

据了解 ， 西藏先天性心脏
病儿童救治项目属于湖南援藏
“双百工程 ” （每年帮助解决
100 名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

免费救治 100 名先天性心脏病儿
童） 的主要内容之一， 为贯彻落
实援藏 “双百工程 ” 的有关精
神， 在湖南省政府的领导下， 湖
南省卫健委积极组织湖南省儿童
医院等省内 3 家定点救治医院开
展对西藏山南市先心病儿童的医
疗救治。

在扎囊县进行先心病筛查时，
有一名疑似先心病小朋友因地处
偏远， 交通不便， 准备放弃这次
筛查机会， 但医疗组经多方联系
调度， 安排工作人员到偏远的山
村把这名小朋友接到医院进行检
查， 直到看到检查结果正常才松
了一口气。 去往隆子县筛查来回
车程需约 10 小时并经过海拔 5000

多米的山峰， 医疗专家们都有轻
重不一的高原反应， 到达目的地
后仍坚持第一时间进行筛查工作，
专家组成员一边吸着氧一边为孩
子们完成了心脏彩超检查。 在贡
嘎县进行筛查时， 两名2018 年来
湘完成了先心病手术治疗的患儿
及家属慕名而来， 带着满满的感
激与欣喜向专家组献上了洁白的
哈达。

在山南地区隆子、 扎囊、 贡
嘎、 桑日 4 个县的 40 名疑似先心
病儿童筛查工作中， 根据专家组
建议， 有数名确诊有手术指征并
需转诊救治的先心病患儿， 将前
往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接受
进一步免费手术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艳芬 欧显超
黄桂山） 8 月 5 日， 郴州市正式启动
“百医下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 两
年之内， 将分四期组织 100 名具有
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的临床医
生派驻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定
点帮扶。

郴州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周
汶指出， 开展百医下乡行动是推进
健康扶贫的具体举措， 是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提升农民健康
获得感的实际行动。 本次行动目标
是通过抽调市直 （驻市） 和县属医
疗卫生单位临床医生派驻乡镇卫生
院教学帮扶， 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 助力完成全面消除
卫生室 “空白村” 任务， 为全市脱
贫攻坚行动作出积极贡献。

郴州百名医生下乡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晶 唐汐予）
7 月 30 日， 常德市澧县 120 急救中
心接到求救电话， 一名孕 25 周的二
胎孕产妇王某突发剧烈腹痛并感心
慌、 气短， 120 救护车紧急出动并将
该孕产妇送至澧县人民医院。

初步诊断后， 该院立即开通高
危孕产妇救治绿色通道， 并启动医
联体专家会诊机制。 湖南省人民医
院集团派驻澧县人民医院产科专家、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专家、 常德
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专家、 澧县人
民医院外科副院长、 产科主任联合
会诊， 诊断为 “凶险性前置胎盘并
穿透性胎盘植入并子宫破裂， 失血
性休克”。 经剖腹探查手术验证， 与
会诊结果一致。 在与家属充分沟通
后， 施行剖宫取胎+子宫全切术， 术
后患者生命体征稳定， 恢复良好。

据悉， 患者 6 年前行第一次剖宫
产术， 在此次妊娠前曾进行人流一
次 。 多次宫腔操作后再次妊娠者 ，
极易合并前置胎盘， 甚至胎盘植入，
可在妊娠晚期或分娩期岀现子宫破
裂。 但此次极其少见的孕周小、 穿
透性胎盘植入并子宫破裂， 是该院
产科建科以来第一例。

澧县医联体搭起生命桥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柏平 李君 洪
丹） 为做好残疾儿童早发现、 早诊
断、 早康复工作， 让残疾儿童得到
及时、 有效的康复治疗， 8 月 1 日，
邵阳市新宁县残联与新宁县卫生健
康局组织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儿保科工作人员开展残疾儿童
免费筛查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是对 0~6 岁的残
疾儿童进行筛查， 筛查内容包括脑
瘫 、 智力 、 言语 、 孤独症等方面 。
活动当天共 40 余名儿童到现场进行
检查 ， 筛查出符合条件的患儿 25
名。 符合条件的患儿届时将到邵阳
市妇幼保健院接受免费的康复治疗。

新宁开展
残疾儿童筛查活动

湖南第八次赴西藏山南开展

8 月 4 日至 5 日，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红十字
会携手长沙市红十字会志愿服
务队来到白羊溪乡报木坨村小
和敬老院， 开展爱心捐赠活
动。 志愿者一行人为村小的小
朋友们捐赠了新图书、 新校
服、 书包等物品， 为村里的 4
户贫困家庭送去了慰问物资和
慰问金， 为敬老院 16 名老人
送去了衣服、 轮椅等生活物
品。 图为泸溪县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为敬老院工作人员现场示
范应急救护。

通讯员 戴会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瑞芳） 8 月 5
日，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
院和该县 17 个乡镇卫生院建立远程
心电平台， 正式开启县人民医院对
乡镇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 全面实
现县乡 “基层心电检查、 县级诊断
指导” 的新型诊疗服务模式。

2018 年以来， 江华瑶族自治县
卫健局大力推进医改医共体建设 ，
充分发挥以县人民医院为龙头的县
级医院的技术优势， 对乡镇医院进
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为进一步建
设江华县 “互联网+医疗健康”， 利
用互联网、 大数据平台， 实现县乡
“基层看病检查、 县级诊断指导” 这
一新型诊疗服务模式 ， 县卫健局又
大力打造互联网+远程心电和影像中
心平台建设， 县人民医院予以大力
支持配合， 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人
员准备， 开通了远程心电平台， 为
乡镇医院实现远程心电诊断， 在乡
镇医院看病的老百姓就能得到县级
医院专家的诊断指导。

点点爱心
浓浓真情

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