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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岁的吕广仁现为湖南中医药大学附
属长沙市中医医院骨伤科大主任辛晓春的
研究生。 5 年来， 他 71 次参与无偿献血，
其中包括 2 次全血和 69 次成分血。 除去寒
暑假， 他几乎每半个月就要献血一次。 10
月 14 日， 他又捐献了 186 毫升造血干细
胞。 一名垂危的白血病患者因为这份异常
珍贵的 “礼物”， 重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

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 吕广仁去县
城， 看到采血车， 便毫不犹豫地完成了人
生的第一次献血。 不久， 他就读于湖南中
医药大学， 当他知道全血一年只能献两次，
而成分血每两周就可以献一次， 他毅然选
择了成分血。 长沙只有 3 个地方可以采集
成分血， 吕广仁就定期自己乘车去长沙血
液中心献血。 慢慢地， 了解他的同学多了
起来， 在他的影响下， 班上参与献血的同
学就有十几位。

2016 年 8 月， 吕广仁在献血过程中了
解到可以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 之后， 他完成了血液样本入库。 今年
7 月 16 日， 吕广仁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
话， 没想到竟然是中华骨髓库湖南分库的
工作人员告知他与一位白血病患者的骨髓
配型成功， 问他是否愿意捐献。 吕广仁很
坚定地表示愿意捐献。 两次确认愿意捐献
后， 吕广仁便在捐献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三
医院开始了体检、 高分辨配型、 打动员剂、
穿刺捐献的过程， 前后历时近一周。 与他
配型成功的是一名成年的白血病患者， 不
出意外的话， 患者进行骨髓移植后经过一
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康复。

通讯员 朱锡燕 粟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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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从长沙市 2019年 “十行状元·百优
工匠” 技能竞赛暨 “芙蓉杯” 职工护理技能竞
赛决赛现场传来消息， 长沙县第一人民医院神
经消化内分泌内科护士长曹珏芳从 18支代表
队 71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 夺得冠军。

长沙县 50多岁的患者李海 （化名） 因甲
亢性心脏病、 心力衰竭等多种病症入住该院
神经消化内分泌内科。 刚入院时， 李海由于
病情反复发作， 脾气暴躁， 稍不满意就恶语
伤人， 护士们胆战心惊， 胆小的护士还被骂
得躲在墙角哭。 当时， 曹珏芳新任神经消化
内分泌内科护士长不久， 她没有气馁， 而是
运用护理专业知识逐步瓦解李海的敌对情绪。

曹珏芳敏锐地发现， 引发李海负面情绪
主要是他的心理原因： 大家同是人， 为什么
上天让他得这种病？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现
在却只能畏缩在病床一角， 心里充满深深的
失落感。 此外， 李海出生农村家庭， 经济拮
据， 医药开支又大， 让他心里对妻子满是愧
疚感。

曹珏芳带领团队， 把李海及他的妻子当
成亲人一样看待， 每次打针都不厌其烦地告
诉李海， 这个病让他受苦了， 这个药水对他
的病有什么好处， 打针会轻一点， 再轻一点；
告诉李海整个护理流程， 消除李海的恐惧感；
同时， 经常与李海拉拉家常， 并做通了李海
妻子的思想工作， 很快， 李海的情绪平和了，
换来的， 是他支持护士工作。

据统计， 从 2016年至今， 曹珏芳担任该
院泌尿外科、 创伤外科、 神经消化内分泌内
科 3个科室护士长， 带领她的团队共护理病
人 8200余人次。

本报记者梁湘茂通讯员张超

������本报讯 （通讯员 沈灼非 ）
10 月 26 日，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心血管代谢专病医联体湘潭区域
中心启动会及湘潭市全科医学学
术年会举办。 会上， 湘潭市中心
医院成为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血
管代谢专病医联体湘潭区域中
心， 并牵头组建了包括 16 家医
疗单位在内的湘潭市心血管代谢
专病医联体。

心血管代谢疾病是由于人体
代谢紊乱而导致的心血管疾病，
通常体现为高血压、 血糖异常、
血脂异常或肥胖等代谢综合征，
是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病
因。 目前， 我国心血管代谢疾病发
病率居高不下， 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 质控体系尚未完善、 信息互联
互通欠佳、 群众防控疾病知识未能
有效普及等问题， 成为国家防治

心血管代谢疾病的主要障碍。
今年 ， 由国家心血管病中

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发
起， 成立了国家心血管代谢专病
医联体， 旨在以推广心血管代谢
疾病防治技术、 疾病诊疗的规范
化和质量控制为目的， 以全国各
地具有相关专业诊疗资质的医院
为骨干， 形成辐射全国的心血管
代谢专病医联体。 目前， 已启动
20 余家省级医联体中心， 初步
达成统一的管理平台， 统一的学
习质控方案体系。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血管代
谢专病医联体湘潭区域中心， 将
由湘潭市中心医院牵头， 按照医
联体共建标准， 健全区域内心血
管代谢疾病规范管理和质控评价
体系， 加快建设医联体信息平台，
着力提高医联体同质化水平。 同

时充分发挥湘潭市中心医院作为
区域中心的承上启下作用， 在学
科建设、 技术推广、 科研创新、
人才培养等方面精准发力， 辐射
带动区域心血管病防治能力快速
提高， 接轨国家一流水平。

湘潭市政协副主席、 市中心
医院院长曾建平表示， 要形成以
城市医疗集团、 县域医共体、 跨
区域专科联盟、 远程医疗协作网
等医联体模式， 其中重要内容之
一， 就是短缺医疗资源的跨区域
专病医联体建设， 充分发挥国家
级 、 省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优
势， 以专科协作为纽带， 促进专
科整体能力提升， 构建重大疾病
的防控体系。 作为湘潭分中心，
一定在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领导
下， 将分中心建设好， 将心血管
代谢疾病的防控工作开展好。

医联体区域中心落户湘潭
国家心血管代谢专病

��������衡阳市祁东县卫健局大力创新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 实施免费“智能云
体检”， 采用 APP 人脸识别扫描和刷身份
证技术， 确保健康体检者信息准确度和回
访率。 图为 10 月 30 日， 该县玉合街道石
门社区徐竹秀(右)体检时接受智能手机人脸
识别上传资料。 通讯员 何晓晓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英 ）
“这次培训， 老师们的精彩授课和
手把手的精心指导， 让我们学到
了真正的实用技术， 提高了对一
些常见病、 多发病的防治水平，
掌握了一定的中医药服务能力。
今后， 我要把中医药适宜技术广
泛应用于临床， 为更多的患者解
除痛苦！” 11 月 5 日， 永州市新

田县 2019年度基层卫生技术人员
中医药知识与技能操作培训圆满
结束， 来自全县基层卫生院、 村
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卫
生技术人员 100 余人， 历时半月，
完成了全部培训课程， 经答卷和
实践操作考核， 全部合格， 颁发
结业证书。

为推广和应用中医药适宜技
术，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治常见
病、 多发病中的优势和作用，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5 日， 培训班以
新田县中医医院为教学点， 课程
设置主要以中医药基础理论、 拔

罐、 艾灸、 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为
内容， 采取集中授课与临床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 遴选了 10 余名理论
知识扎实、 临床经验丰富的副主任
医师、 科主任担任讲师， 还特别邀
请了湖南中医附一医院在该院帮扶
的龚金兵、 程瑞文和禹洁 3名博士
进行授课和临床指导。

同时， 新田县中医医院根据
基层医生的特点拟定了教学方案，
突出实用性， 所有授课老师均以
高度负责的态度、 严谨的教风、
饱满的热情将知识倾囊相助， 教
学相长， 精心指导。

人脸识别体检

������本报讯 （记者王璐通讯员高
冰捷） 11 月 3 日， 2019 “寻找湖
湘基层名医” 风尚典礼在长沙举
行。 益阳市安化县胡岳云、 张家界
市永定区张莲方、 岳阳汨罗市尹
强、 怀化市会同县粟万成等 53 名
综合评分较高的基层医生， 在风尚
典礼上被授予 “湖湘基层名医” 称
号。 他们不仅是千余名参评医生中
的优秀典型， 更是三湘四水广大基
层医务工作者的缩影和代表。

“我今年 68 岁 ， 当乡村医
生已经 50 多年。 虽然我早已到
了退休的年纪， 但是村里人需要
我， 对我来说， 只要街坊邻居需
要， 我会一直为他们当医生。”

2019 “湖湘基层名医” 胡岳云来
自益阳市安化县江南镇丘甲河
村， 行医 50 多年来， 他始终没
有离开基层一线。 丘甲河村地处
安化与新化交界山区， 地理位置
非常偏僻， 离县城 40 公里， 离
镇上也有 25 公里， 这样的 “穷
山僻壤” 要留住一个医生很难。
“当年给村里孩子打防疫针得走
三天， 整天跋山涉水， 确实想放
弃。 但是一想到我走了， 村里的
老百姓怎么办？ 咬咬牙， 还是坚
持了下来。” 胡岳云曾有过去外
面当医生的机会， 但为了村里的
相亲们， 他都放弃了。 “这几天
我来参加评选， 一天要接三四十

个电话。” 胡岳云说， 打电话的
都是前来求医的患者。 往常， 他
每天早上七点开始看诊， 一直要
忙到晚上七点， 一天下来要看几
十个病号。 “我当医生从不是为
了赚钱， 看到患者因为我的帮助
解除疾患带来的痛苦， 是很欣慰
的事。” 胡岳云由衷地表示。

据了解， 2019 “寻找湖湘基
层名医” 评选颁奖系列活动以基
层医生的医技、 医德、 服务患者
人数和群众评价四大内容为指
引， 打通线上线下， 设置网络展
示、 地市路演 、 名医互动等环
节， 综合网络投票、 技能笔试、
专家评价、 现场投票四项权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