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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新田县中医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勇 匡登
峰何晓晓） 1 月 7 日， 湖南省人
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黄利华、 副院
长向华率该院关节与运动医学
科、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肿瘤科
等学科的 13 名专家， 组成 “仁
术心连心” 博士专家团， 来到集
团医院祁东县人民医院， 开展义
诊、 教学查房、 手术、 疑难病例
讨论和学术讲座等系列活动。

在祁东县人民医院门诊室，

专家详细询问患者病情病史， 仔
细检查体征， 结合各项检验结
果， 进行诊断分析； 查房时， 专
家及时为患者提出专业、 权威的
指导意见； 手术指导专家为医护
人员进行了一场手把手的教学指
点。 专家还分别以 《中层干部的
执行力》、 《6S 管理在医院发展
中的作用和带来的改变》 为主
题， 进行精彩授课。 课程内容理
论和实例相结合， 深入浅出， 让

人文管理的理论更系统、 更科
学、 更规范。

据悉， 祁东县人民医院自
2017年 8月正式加入湖南省人民
医院集团以来， 通过两年多合作，
双方在医院管理、 学科建设、 人
才培养、 技术帮扶和文化建设等
方面， 形成了上下联动、 优势互
补、 资源共享的运行机制， 医技
水平和服务能力逐年提升， 危、
急、 重症救治能力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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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晓梅 曹
梦） 1 月 9 日， 怀化市通道侗族
自治县溪口镇龙塘村村民杨志
（化名 ） 顺利住进该县人民医
院心血管内科。 52 岁的杨志在
广东东莞打工。 近一个月来反
复胸闷、 胸痛， 在东莞市人民
医院检查诊断为冠心病、 急性
冠脉综合征 ， 经冠状动脉造
影， 发现他左侧冠状动脉血管
存在严重的狭窄， 医生建议住
院行支架植入， 他打听到通道
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能开展这
项手术， 就和儿子一起回来赶
在年前做手术 ， 医生告诉他 ，
过两天有怀化的医疗专家给他
做手术， 术后观察几天就可以
出院， 他高兴地说道： “今年
可以平安地和家人吃上个团圆
饭了。”

在该县播阳镇中心卫生院

住院部一间病房内， 播阳镇地
角村 65 岁的张老人躺在床上接
受县人民医院医生诊治。 老人
高兴地说： “没想到镇里的医
疗水平这么好， 每个月还有县
医院的医生来坐诊、 查房。 而
且这里离家近， 孩子们照顾我
也方便， 费用还低很多。”

该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里
坐满了前来就诊的人群， 医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几年， 年
前年后前来就诊住院的病人会
较以往多很多， 今年的人数更
多， 近半个月以来， 门诊量每
天较前增加了 200 多个， 住院
病人增加了 100 多个， 很大一
部分为外出打工人员。

该县群众就医获得感在增
强， 留在本县治疗和过年返乡
治疗的外出打工者在逐年增多，
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 90%以上。

自从该县人民医院与怀化市第
一人民医院结成紧密型医联体
后，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派驻
管理院长及专家到该县人民医
院工作。 经过近几年的医联体
建设， 县人民医院在疑难大病
及科研建设方面取得新突破 ，
医疗服务能力大幅度提升， 医
院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19 年 7 月， 该县确定了
以县第一人民医院为牵头单位，
以县溪镇中心卫生院等 6 家乡
镇医院为成员单位的 “1+6” 医
共体 ， 进行县域医共体试点 。
医共体成立后， 县第一人民医
院通过定期下派专家到分院坐
诊、 查房带教、 举办健康讲座、
开设专科、 接收进修学习、 利
用 “共享大夫” 平台进行实时
会诊等方式， 提高分院医疗技
术服务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英） 1
月 6 日， 经永州市新田县中医医
院 ICU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护， 车
祸患者桐生 （化名） 病情日见好
转， 生命体征平稳， 意识恢复，
转外科普通病房治疗。 经调查了
解， 患者有智障， 郴州市嘉禾县
人。 当天下午， 在嘉禾县公安局
的帮助下， 患者家属赶到新田中

医医院， 对医护人员再三道谢。
1月 1日晚 8时 20分， 新田

县中医医院 “120” 救护车从大
坪塘镇黄沙溪路段接诊了一位车
祸病人。 求救电话是肇事车主打
来的， 患者神志不清， 右侧颞部
有一约 2x2 厘米头皮血肿， 四肢
皮肤多处青紫。 急诊医生初步诊
断为颅脑损伤， 直接将患者送入
ICU救治。

在 ICU救治检查过程中， 患
者腹部体征提示可能有腹腔内出
血， 需立即行剖腹探查术。 但患
者当时神志不清， 又是 “三无”

病人， 科室主任迅速将情况报告
医务科。 医院党总支书记、 院长
蒋恒波表示， 既然无法联系患者
家属， 那么医务人员就是患者的
亲人， 治病救人要紧！ 指示医务
科马上组织多科会诊并做好抢救
准备。 在该院业务副院长柏振红、
杨成及医务科长陈海兵的指导下，
迅速完善各项术前检查后将患者
送入手术室行剖腹探查术。 探查
发现患者有脾脏裂伤， 腹腔内大
量血块并有活动性出血， 遂予脾
切除术。 手术顺利， 患者术后送
ICU进一步观察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治国王秋贤） 1 月 7
日， 娄底涟源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会议
在市卫健局召开。 会上， 相关业务人员就健康
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相关业务知识进行了培
训， 并就如何将健康教育资料录入公卫 3.0 系
统进行了全面的讲解， 与会人员就怎样搞好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进行了讨论发言。

会议要求， 利用专业报、 微信平台等媒
体进行宣传， 提高群众的参与度、 健康知识
知晓率。 认真贯彻落实 《涟源市贫困地区健
康促进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开展健康教育
进乡村、 进家庭、 进学校等活动， 进一步加
强健康教育骨干队伍建设和宣传阵地建设，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提高群众健康素
养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希鹏） 近日， 湖南省
CMA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扩项现场评
审组一行 3 人， 对常德市疾控中心检验检测
资质认定能力扩项工作进行了现场评审。

评审组一行通过听取工作汇报、 查阅资
料、 盲样考核、 现场查看等方式， 对该中心
申报的 34 项检验参数所必备的能力进行了
客观公正、 科学严谨、 细致周到的现场检
查， 重点考核了该中心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检测设备操作、 人员培训教育及持证上岗、
检测方法比对及检测结果记录等情况。 评
审组评审认为， 中心管理体系运行规范、 有
效， 实验室规划、 布局合理， 现场试验开展
顺利， 技术能力较强； 做出了基本符合并同
意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荐 4 大类共 32 项
参数检验检测能力的评审结论。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慧英 曾敏） 近日，
郴州资兴市义德残疾人托养综合服务中心联
合资兴市中医医院， 开展义诊和公益健康宣
讲。 来自资兴市 60 多名残障朋友参加了此
次活动。

一大早， 资兴市中医医院医疗专家团便
来到义德残联办公场所， 为每一位残障朋友
测血压血糖、 听诊、 看病、 做康复理疗并免
费送上所需药品。 针对不同病症和个体差
异， 提出合理的诊疗建议和护理方法。 据统
计， 此次义诊 60 余人次， 测量血压 60 余人
次， 免费发放价值 2000 余元药品。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杰） 株洲市石峰区卫
生健康局、 云龙示范区卫生健康局、 石峰区
卫生监督执法大队联合对云龙示范区医疗机
构的安全生产和依法执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截至 1 月 7 日， 共监督检查医疗机构 18 家。

通过监督检查发现， 18 家医疗机构均
具备机构资质和人员资质， 各医疗机构均配
备了消防设施， 发现 1 家诊所涉嫌超范围开
展诊疗活动行为， 1 家诊所涉嫌执业助理医
师单独开展诊疗活动行为， 2 家诊所存在未
将医疗废物分类置于专用容器。 针对存在的
情况， 石峰区卫生健康局已下达卫生监督意
见书责令整改， 并进一步立案查处。

侗乡百姓就医不用去远方
怀化通道：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卫健局统筹安
排县妇幼保健院、 县人民医院专家于 1 月 2
日至 7 日期间， 分 2 个小组为全县 17 个乡
镇开展高危孕产妇面访保健指导服务。 专
家们入户查看孕产妇相关手册和近期检测
报告， 详细了解孕产妇近期身体状况， 对
孕妇进行适宜的健康检查， 并通过知识讲
解增强孕产妇自我监测意识。

通讯员 张其梁 摄影报道

入户监测高危孕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