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朱孝勇） 1 月
10 日， 郴州市汝城县中医医院联合郴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开展了 “ 迎新春， 送健康”
大型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 来自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多
个科室的 17 名专家在汝城县中医医院相对
应的诊室 （科室） 认真为群众检查诊断， 耐
心地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 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提出治疗意见， 并就疾病的预防和
健康知识开展宣教， 同时为群众宣传 “小病
在基层， 大病进医院” 的新型就医理念。 此
次活动历时一天， 共接诊群众 500 余人。

������1 月 13 日， 娄底市新化县
桑梓镇西江湾村村民 、 即将康
复出院患者邬永兴 ， 带着裱有
“妙手仁心” 四个大字的牌匾，
来到娄底冷水江市人民医院内
一科， 感激地说： “多亏了你们
抢救及时， 救了我一命！” 他还
竖起大拇指说： “冷水江市人
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好样的！”

原来， 1 月 5 日晚 21 时左
右， 该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
邬永兴送前来探望的亲友到一
楼， 在乘坐电梯回病房准备按
楼层时， 他突然失去意识 ， 倒
在电梯里。 随后， 内五科一名病
患家属启动电梯将邬永兴送至 6
楼。

在电梯门打开瞬间， 邬永兴
的家属大吃一惊， 赶紧呼叫， 正
在 6 楼值班的李淑君医师迅速判
断其心跳呼吸骤停 ， 立即在电
梯展开心肺复苏术。 考虑电梯
空间狭窄且不安全， 5 楼为心血
管内科， 李淑君医师边胸外按
压， 边将楼层按至 5 楼， 开门后
及时呼叫心内科医师护士前来
参与抢救 。 值班医生谭志明 、
苏菊芳与护士们默契配合 ： 胸
外按压、 人工呼吸、 电除颤、 静
推抢救药物……10 分钟后， 邬
永兴心跳呼吸恢复， 瞳孔缩小，
但意识仍未恢复， 随即被送至
重症监护室， 最终意识完全恢
复， 生命体征平稳。

通讯员 曾梁 陈东红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天茂
罗煜敏 陈祉凝) 1 月 3 日， 永
州市新田县龙泉镇梅湾村妇
女谢小艳 （化名 ） 在丈夫的
陪同下， 顺利地从新田县人
民医院妇产科康复回家了 ，
她紧紧地拉住该院妇产科主
任董永艳的手说： “谢谢你
们，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叮咚、 叮咚……”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9 时， 一
辆急救车鸣着紧急警笛， 风
驰电掣地驶进新田县人民医
院，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抢救
由此展开。

37 岁的谢小艳当日上午
在当地某医院行再次剖宫产
术。 下午 16 时， 产妇出现面
色苍白， 血压下降， 脉搏微
弱， 医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情况也未见好转， 经邀请新
田县人民医院妇产科董永艳
主任和医务总监谢晨辉主任
紧急会诊 ， 确诊为产后大出
血、 腹腔内出血和失血性休
克、 剖宫产术后、 高血压Ⅲ
级， 病情十分危重， 随时有
生命危险， 需紧急实行盆腔
探查手术， 寻找出血原因立
即止血， 抢救生命。 为保证
产妇安全， 按照危重孕产妇
抢救有关制度和流程 ， 报告
县卫健局后， 将产妇紧急转

入新田县人民医院危重孕产
妇抢救中心抢救。

新田县人民医院立即启
动了危重孕产妇抢救应急预
案 ， 调集麻醉科 、 妇产科 、
外科、 检验科等精干力量参
与抢救。 19 时 15 分， 产妇到
院后直接送入手术间， 在全
身麻醉下行剖腹探查术。 由
董永艳和赵淑平两位主任主
刀， 麻醉科以及大外科主任
郭生军大力协作， 产妇的腹
腔被打开， 如术前讨论结果，
腹腔内器官叠迭， 满是血液
和血凝块， 给寻找出血源头
带来很大的困难， 手术医生
马上启动吸引器吸引， 清除
血块， 仔细地查找出血源头。

与此同时， 在手术室外的
检验科、 储血点进行着另一场
紧张战斗。 经请示县卫健局同
意， 立即启动紧急采血预案，
开展紧急义务献血， 在医院内
部微信群发出紧急献血通知
后， 十多名献血志愿者踊跃报
名义务献血， 很快配血成功，
血缓缓输入产妇体内。

20 时 20 分， 隐藏很深的
出血点终于找到了， 随着一
个个出血点被结扎， 淤血被
一块块地清理， 出血被有效
控制， 产妇各项生命体征逐
渐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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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枝英）
1 月 9 日， 常德市桃源县计生协
会会长陈建鹏一行， 来到该县
架桥、 陬市等乡镇， 走访慰问
11 户计生特殊家庭， 为他们送
上生育关怀慰问金和新春的祝
福。

陈建鹏一行首先来到架桥
镇先锋村石家湾组高华英家 。
高华英现年 59 岁， 是一位具有
13 年计生工作经历的基层工作
者。 4 年前， 其独生女儿因患脑

肌质瘤， 经过省城医院 3 次手
术治疗， 花费上百万元医疗费
都未治好， 于 2019 年 12 月病
故。 当了解这一情况后， 陈建
鹏鼓励她树立生活信心， 努力
克服困难， 勇敢面对现实生活，
并送上 3000 元慰问金。

紧接着， 一行人来到陬市
镇兴盛街社区 2 组龚友先、 付
春枝， 9 组文珍春等计生特殊家
庭家中， 分别送上 3000 元生育
关怀慰问金， 陈建鹏叮嘱当地

计生协组织， 切实关心计生特
殊家庭和困难计生群众的生活，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他们提
升生活质量， 让他们度过一个
欢乐、 祥和的新春佳节。

据统计， 该县计生协本级
此次走访 55 户计生特殊家庭和
困难家庭 ， 发放慰问救助金
11.2 万元。 全县开展走访慰问
活动 215 场 （次）， 慰问计生困
难家庭群众 405 人， 发放慰问
金 38.55 万元。

��������1月 8日， 长沙县中
医医院组织该院临床一
线医务工作者开展无偿
献血， 表达医务人员爱
心， 缓解淡季供血压力。
据统计， 本次共有 30 名
医务工作者献血， 献血
量 1.1万毫升。

通讯员 朱平 摄影报道

桃源 38万余元慰问计生困难户

爱心献热血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杰明 周小琼） 1 月
10 日， 株洲市渌口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整体搬迁暨渌口区人民医院和渌口区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组建紧密型医共
体揭牌仪式在渌口区人民医院举行。

渌口区人民医院与区妇幼保健计生服务
中心共同组建的医共体， 是该区组建的第五
个紧密型医共体， 也是该区组建的最强最大
的医共体。 据悉， 该医共体建立后， 两个单
位妇科、 产科、 儿科、 新生儿科将融为一
体， 新设儿童保健部、 孕产保健部、 妇女保
健部和计划生育服务部等科室， 重点开展儿
童早教、 预防接种、 儿童中药熏蒸和药浴
等； 孕期产检和保健管理、 母乳喂养咨询和
指导、 产后康复和盆底筛查治疗等， 让广大
群众特别是妇女儿童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
质的医疗、 保健、 生育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军梅) 1 月 3 日， 永
州市中心医院经抽派冷水滩院区消化内科、
呼吸内科、 骨科、 全科医学科、 急诊科等主
任专家与护理急救操作组成员组成的医疗专
家团队一行 14 人， 走进永州天成肉类食品
有限公司开展急救知识培训暨义诊活动。

活动中， 该院急诊科副主任何林桓向公
司职工普及 “第一目击者” “黄金五分钟”
等应急救护新概念与新理念， 并用人体模型
进行现场模拟操作， 为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演
示、 培训。 培训结束后， 开展健康宣教、 心
电图检查、 开具处方、 发放药品等工作， 免
费发放价值 6000 元药品。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欣钰 刘织平） 1 月
14 日， 笔者从株洲醴陵市卫生健康局了解
到， 2019 年， 醴陵市 294 名乡村医生执业
再注册已全面完成。

据悉， 为给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安全的
医疗卫生服务， 该市乡村医生至少每 2 年接
受一次培训， 更新医学知识， 提高业务水
平， 并每 2 年接受一次考核。 鼓励乡村医生
通过医学教育取得医学专业学历； 鼓励符合
条件的乡村医生申请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
试。 为保护乡村医生的合法权益， 保障农村
居民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该市
乡村医生必须经过注册才能在村医疗卫生机
构从事预防、 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