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罗邵陵 刘
伦） 8 月 28 日至 29 日， 邵阳市邵
东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组织全体结对帮扶工作人员来到
该县灵官殿镇大棠村开展 “户帮
户亲帮亲” 爱心捐赠活动。 根据
贫困户在社会扶贫 APP 发布的需
求， 结对帮扶人员给贫困户送去
了电风扇、 电饭煲、 米、 油、 书
桌等慰问物资 。 本次捐赠活动 ，
共投入 2 万余元扶贫资金。

贫困户罗仁生患有腰椎间盘
突出 ， 驼背厉害 ， 做事不方便 。

该中心主任邓才全得知这一情况，
为他送去慰问物资， 还帮他清扫
了房间卫生。

罗仕生年近 60 岁 ， 单身多
年 ， 常年不在家 。 结对帮扶人 、
该中心副主任胡建卿不辞辛苦 ，
将慰问物资送到罗仕生手里， 并
宣传了县里扶贫政策。

灵官殿镇大棠村共有 746 户
2641 人， 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4
户 137 人 ， 已脱贫 31 户 96 人 ，
还有 13 户 41 人未脱贫。 2018 年，
该中心在灵官殿大棠村驻村帮扶

期间投入扶贫资金 55 万余元， 为
大棠村修了两口深水井， 规范村
党支部阵地建设和党建阵地建设；
组织中心党员开展下乡义诊活动
和节日送温暖活动； 协助 4 户贫
困户申请危房改造资金； 帮扶贫
困户中 31 名学生申报教育补助。
今年， 该中心推行产业扶贫， 开
山垦荒， 筹建以种植花椒为主的
农村集体合作社， 引导贫困户以
土地、 资金等方式入股参与， 提
高贫困户收入。

邵东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本报讯 （通讯员 肖同权 刘紫
寒 李良杰） 为促进区域卫生水平
发展， 提升群众健康素养， 9 月 3
日 ， “2019 年健康中国 （湖南 ）
行娄底站———健康促进助力脱贫
攻坚 ， 健康教育走进青春校园 ”
主题宣传活动在涟源市桥头河镇
举办。 娄底市卫健委党组书记罗
琳等参加启动仪式并看望医务人
员。 娄底市中心医院积极组织该
院急诊内科、 中医科、 骨科、 临
床技能培训中心等科室专家前往
桥头河镇及桥头河中学， 为当地
数百名群众及 200 余名师生提供

便捷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及急救
知识科普。

义诊现场人头攒动， 娄底市
中心医院大内科主任、 急诊内科
主任李文华， 中医康复理疗科主
任袁懿， 骨科副主任医师苏飞军
等医务人员一字排开， 耐心为前
来就诊的群众提供专业的医疗咨
询， 为他们答疑解惑， 并且免费
为他们测量血压， 分发健康知识
宣传册。

与此同时， 该院临床技能培
训中心主任杨一丹、 主管护师吴
敏来到桥头河中学， 为初二年级

共计 200 余名师生讲解并演示了
完整的心肺复苏术、 气管异物急
救等知识， 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
溺水急救等内容。 为提升科普效
果， 同学们还被邀请上台， 在专
家们的指导下演练这些技能。

据了解，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
卫健委、 省扶贫开发办、 省教育
厅、 省妇联主办， 由娄底市卫健
委、 市扶贫开发办、 涟源市人民
政府承办 ， 同时组织了省 、 地 、
市 、 镇四级医疗专家开展义诊 、
健康咨询、 健康宣讲和文艺表演
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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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吴蕾） 创新
与转化是当代医学发展不变的主
题， 第一届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
会创新与推广分会医疗科技创新
促进会， 近日圆满落幕。 郴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张治明教授
自主创新项目 《光定位喉罩及气
管导管》， 喜获大会设置的 “全国
专利评审一等奖”。

本次会议聚焦 “醉新杰创， 推
诚广益” 的主题， 得到全国麻醉、
消化内镜、 外科等多个学会和协会
的大力支持， 邀请了相关领域的顶
级专家教授和优秀中青年医师， 围
绕创新与转化、 推广与普及， 激发
创新思维、 传递创新方法、 交流转
化经验、 注重临床应用， 共同促进
麻醉学事业的发展。

张治明介绍， 喉罩是一新型
的通气工具， 它可部分替代气管
导管的功能， 为全身麻醉或急救
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的通气手
段。 光定位喉罩其实就是利用光
的传导技术克服眼睛只能直视的
局限， 能够更精准地进行置入定
位。 同时， 它的成本远低于视频
喉罩 ， 对于医生来说 ， 易掌握 、
方便快捷、 成功率高； 对于患者
来说， 精准、 舒适、 安全且经济
实惠。

据了解， 可定位气囊的气管
导管 ， 也是张治明通过 10 多年
的临床经验中总结创新出来的 。
气管导管是气管插管术不可少
的医疗器械 。 临床上是将气管
导管从患者的口中插入到气管
内 以 通 过 辅 助 设 备 辅 助 呼 吸 ，
是心肺脑复苏及伴有呼吸功能
障碍的患者抢救过程中的重要
措施 ， 也是实施麻醉的一项安
全措施 ， 广泛应用于急救 、 手
术等多个医学领域 。 当全身麻
醉 后 ， 患 者 的 呼 吸 是 抑 制 的 ，
患者无法自主呼吸， 需要气管插
管， 呼吸机辅助呼吸。 那么， 气
管导管到底该插多深？ 插入后位

置是否正确？ 日常工作中， 我们
的肉眼是无法进行判断的 。 现
在， 只要在导管的气囊后增加一
个红色 LED 灯 ， 并将一导丝连
接到电源， 较普通气道导管成本
增加 5-10 元 ， 插管后定位灯就
能透过肌肉和皮肤发出光亮， 可
以防止插入过深或过浅。

多年来， 张治明教授坚持以
创新为核心， 形成以创新思维依赖
性工作模式取代指示依赖性工作模
式的科研思路， 从实践， 到创新，
再到实践， 极大提高了麻醉的安全
性与有效性和病人的舒适性， 满足
了人们对于无痛、 舒适、 快速康复
的医疗技术的需求。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张治明教授

创新项目《光定位喉罩及气管导管》获奖
���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杨静
傅强) “在这里， 有知名专家坐诊、
专业药师指导用药， 还能购买到全市
最实惠的药品， 体验到最人性化中医
理疗服务......” 9 月 6 日， “三高四病
进社区·健康公益科普行” (以下简
称 “公益行”) 活动在长沙启动， 与
此同时， 全国首家共享药店 “康多多
共享药店” 正式对外营业， 届时， 公
益行医疗专家组将搭载 “共享” 快班
车， 将最贴心的医疗服务送至长沙各
个社区每一位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手
中。

该活动由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
开发协会学术交流与会展分会、 大众
卫生报主办， 湖南万医康养集团有限
公司 、 长沙康多多医药有限公司承
办， 武汉百理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协
办。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叔
红、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李
国忠等领导出席活动并为启动仪式剪
彩。

“我们的这次活动， 主要是希望
通过义诊、 健康教育、 用药指导， 将
健康教育理念传播出去， 为老年人及
慢性病患者建立正确的医疗观。” 长
沙康多多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旭
飞介绍， “三高四病” 中的三高是指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四病是指
心血管疾病、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糖
尿病、 癌症。 首届 “公益行” 活动以
即将到来的 “世界心脏日” 为主题，
侧重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诊治、 用药及
健康管理， 将组织全省各三甲医院主
任医师专家团到长沙各社区进行义
诊、 健康讲座， 为心血管疾病患者提
供一体化、 综合化的慢病管理服务，
帮助他们通过智能化的管理有效控制
及稳定病情。 随后， “公益行” 活动
将根据每期主题不同有针对性向社区
居民展开长期的公益科普宣教。

慢性病的用药是长期的， 也因患
病人群大多为中老年人， 基础、 合并
疾病较多， 用药的复杂性增加了患者
的用药风险。 与 “公益行” 活动同时
“上线 ” 的 ， 还有全国首家共享药
店———“康多多共享药店”， 该药店将
为心脑血管、 糖尿病等慢病患者提供
“健康管家” 型一站式服务， 为老百
姓降低服药成本， 让每一名患者 “买
到便宜药、 放心药” 的心愿真正得到
实现。

活动当天， 除邀请湖南省第二人
民医院原副院长、 精神睡眠科郭田生
教授， 湖南省人民医院心内科陈汉娜
教授等多名知名专家进行义诊、 科普
教育讲座外， 康多多共享药店还推出
各项让利惠民活动， 数十余种生活日
常药品低至 “2 折”、 现场派送百万
优惠券、 无门槛消费抽奖等活动。 同
时， 在康多多共享药店内， 全省首个
中医负压罐体验调理中心正式开放，
药膳食疗中心、 中医馆等各种健康服
务理疗体验项目也相继为消费者展
开， 当天共计有上千名长沙市内中老
年慢病患者参与本次活动。

张治明教授(右)上台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