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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黎德华
唐洁） 近日， 娄底市新化县人民
医院五官科成功完成了娄底市县
级医院首例经口腔镜甲状腺右叶
切除术， 此项手术将颈部切口移
到了不会留疤的口腔内。

据了解， 患者吴晓 （化名）
是一名 34 岁的女性， 发现颈部
肿块 1 月有余后， 来到新化县

人民医院五官科就诊。 彩超检
查显示： 吴晓甲状腺右叶内有
一个 4.5 厘米×3.5 厘米的肿块。
入院后， 五官科通过多学科综
合评估， 同时根据吴晓的微创、
美容、 安全有效的要求， 为其
制定了经口腔镜下甲状腺切除
术的个性化诊疗方案。

经完善一系列相关检查后，
湖南省肿瘤医院头颈外三科主
任医师、 医务部部长彭小伟和
新化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五官
科技术顾问鄢凯初， 以及五官
科主任陈继明、 主治医师苏流

芳等专家团队顺利为吴晓进行
了经口腔镜甲状腺右叶切除+峡
部切除+喉返神经解剖术。

据鄢凯初介绍， 近年来甲
状腺肿瘤的发病率逐年上升，
且患者年龄日益年轻化， 此类
手术的传统治疗会在颈部留下
一个低领弧形疤痕， 而经口腔
镜下甲状腺切除术可在保证疾
病得到规范治疗的前提下， 将
切口隐藏在口腔内， 术后体表
皮肤不会有切口及瘢痕， 美容
效果显著， 同时具有损伤小、
恢复快等优点。

������� 6 月 5 日， 永州市中心医院
（零陵院区） 医疗专家服务小分队
来到零陵区神仙岭社区开展“关爱
老人 共筑健康家园” 送医送药义
诊活动。 图为医务人员为居民免费
测量血压。

通讯员 徐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郑绍荣
易利华 唐春林） 近日， 怀化洪
江市计生协组织开展的 “呵护
健康·振兴乡村行” 主题活动在
该市沙湾乡沙湾社区拉开帷幕。
由洪江市人民医院、 疾控中心、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指导中心等
医疗卫生单位计生协会会员组
成的专家团队， 现场宣讲新冠

肺炎病毒防控知识， 为当地群
众开展义诊、 免费体检、 健康
咨询等服务。

活动现场， 儿科、 妇产科、
消化内科、 心血管内科、 呼吸
内科、 普外科、 康复科等医疗
专家上阵 ， 义诊台前排起长
龙， 接受义诊咨询的群众络绎
不绝。 医务人员们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群众讲解大病、 慢性
病、 常见多发病预防和老年人
保健、 妇幼保健等科普知识，
宣讲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对群
众咨询提出的各类健康问题，
耐心细致地逐一进行解答和指
导。

活动中， 医务人员为慕名
前来的群众量血压 、 测血糖，
问病情、 释疑惑， 送知识、 发
资料， 一片繁忙， 共为 62 位村
民提供义诊服务， 接受群众健
康咨询 185 人次， 免费赠送常
规医疗药物 48 份， 帮助农村群
众增强了自我保健意识， 提高
了健康素养和防病抗病能力。

参加活动的市、 乡、 村计
生协会员还深入农户家庭， 走
访宣传疫情防控和健康促进知
识， 帮助贫困户打扫卫生， 清
理生活垃圾， 整治生活环境，
在群众中引起较大反响， 广大
村民纷纷自发加入到活动中。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竞 李梦情） “谢谢骨
科的医护人员， 让我重新站了起来。” 近日，
今年 99 岁的患者廖先生从郴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康复出院。 4 天前， 他在该院骨外科刚刚实
施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不久前， 廖先生不慎外伤， 导致右侧股骨
粗隆间粉碎性骨折， 老人的孙辈紧急将老人送
到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救治。

“廖先生右侧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 严
重骨质疏松症， 如果选择保守治疗或者手术复
位内固定， 都需要长期卧床， 而长期卧床容易
引发多种并发症。” 该院骨伤科主任、 主任医
师胡伟文说， “关节置换是髋、 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终末期的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案， 能显著改
善关节功能和缓解关节疼痛。” 在进行系统检
查与综合评估后， 胡伟文建议对廖先生行人工
髋关节置换手术。 手术由胡伟文主刀， 用了
40 分钟， 便顺利为老人完成了人工髋关节置
换。

新化县人民医院成功完成

������本报讯 （通讯员 左帅能 李小燕） 6 月 3
日， 家住在娄底市双峰县井字镇的毛先生触
电， 幸亏井字镇中心医院王智锋医生及时抢
救， 毛先生才与死亡擦肩而过。

当天下午 6 时左右， 毛先生到荷叶金鱼村
一个小鱼塘去钓鱼， 刚走到池塘边， 钓竿不小
心碰到电线， 他整个人扑腾倒在地上， 人事不
知。 危难之时， 家住在池塘对面的王智锋医生
看到了， 王智锋刚从井字镇中心医院下班， 他
家门口正对着池塘约 50 米。 他毫不犹豫地冲
了过去， 判断毛先生已无生命体征， 立即运用
所学知识进行徒手心肺复苏。 3 分钟后， 毛先
生恢复神智， 成功地将毛先生从死亡线上拉
回， 接着又送他至井字镇中心医院观察治疗。

����� “妈妈， 您看我给您带来了牛奶， 还炖了
鸡汤， 等下医生带进去给您喝热的。 您在医院
要安心治疗。” 6 月 2 日， 长沙县精神病医院
门诊医师杨艳辉举着手机， 和患者家属一起跟
患者视频； 那头， 是病房的医护人员举着手
机， 带着患者与家人视频。

长沙县精神病医院现住患者 390 名， 为了
保障精神病患者及机构工作人员的生命健康，
该院目前实行半封闭管理， 谢绝探视。

对居家患者， 该院鼓励采用视频、 电话等
形式咨询， 适当减少面访频率及时间。 对住院
患者， 该院鼓励医务人员和家属进行视频探
视、 电话探视。 很多患者利用医务人员的手机
视频和家属聊聊在院的情况， 家属和患者讲讲
生活上的事情。 通讯员 毛文静

������本报讯 （通讯员 粟青梅） 5 月 27 日， 在湖
南省卫生健康法治建设工作视频会议上， 长沙市
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被授予 “2019 年
度公立医疗机构法治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第三
届 “我与宪法” 微视频征集和 “最美公益普法集
体 （个人）” 宣传展示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该院
内部监督审计科副科长刘青一被评为 “最美公益
普法集体 (个人)” 宣传展示活动先进个人。

关爱老人 共筑健康家园

������本报讯 （魏闻） 为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
的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劳
动保护工作， 6 月 4 日， 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
做好 2020 年防暑降温工作的
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 提出要重点关注医护
人员、 社区防疫志愿者等防疫
一线人员， 切实避免因高温天
气长时间佩戴防疫用品造成中
暑事件的发生。

《通知》 规定， 各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高温中
暑对劳动者带来的健康危害，
提前谋划安排 ， 精心组织部
署。 重点关注医护人员、 社区
防疫志愿者等防疫一线人员，

切实避免因高温天气长时间佩
戴防疫用品造成中暑事件的发
生。 加强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和职业病诊断机构的检查和指
导， 督促提高高温作业职业健
康检查、 职业性中暑诊断的服
务质量和业务能力。

《通知》 强调， 要加强监督
执法， 促进用人单位落实主体
责任。 要求用人单位严格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防暑降温各
项措施。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依法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用人
单位应当在高温天气来临之
前， 组织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
者进行健康检查， 对患有心、
肺、 脑血管性疾病、 肺结核、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
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环境的劳
动者， 应当调整作业岗位。 用
人单位要根据生产特点和作业
条件， 合理安排和调整作业时
间， 改善作业条件， 保障劳动
者合法权益。 另外， 还应制定
应急预案， 加强培训教育， 指
导劳动者正确佩戴口罩等防护
用品。

《通知》 还要求加大宣传
力度， 提高劳动者防护意识。
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
加大对高温危害及其防护措施
的宣传力度， 提高劳动者的自
我防护意识， 减少因高温作业
和高温天气作业造成中暑事件
的发生。

国家卫健委要求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重点关注医护人员、社区防疫志愿者等防疫一线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