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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 ， 是一片翠绿色的青
蒿、 大豆和成株的烟叶， 水库里
清波粼粼， 天上飞鸟掠过， 一幅
美丽的湘南山水画卷……永州市
新田县三井镇山水湾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 81 岁的村民胡芳透站在
自家屋门前举目远望， 心情格外
舒畅。 3 年前， 胡芳透患上了白
内障， 双眼完全看不清。 新田县
中医医院驻村扶贫工作队了解情
况后， 与他的亲属联系， 送他到
县中医医院免费做白内障复明手
术， 终于让他重见光明。

“我昨天才从医院复查回来，
恢复蛮好； 我很感激中医医院扶
贫队， 他们给我带来了光明 ！”
胡芳透老人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 ， 山水湾村共
556 户 1808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 101 户 418 人。 自 2018 年 1
月， 新田县中医医院派驻工作队
以来， 为村级发展出谋划策， 在
水井清淤 、 道路 （机耕道 ） 整
修、 危房改造、 产业发展、 健康
义诊等方面铆足了劲， 一心一意
把村民往脱贫致富的路上拉。 工
作队的辛勤付出， 让群众过上了
好日子， 截至 5 月底， 全村村民
人均年纯收入 5000 元 ， 99 户
412 人摘掉了贫穷的 “帽子”， 并
且依托良好的医疗资源， 开展健
康管理， 阻断了村民因病返贫、
因病致贫的路。

山水湾村党支部书记胡皓非
常高兴地对记者说： “中医医院
扶贫工作队入驻我村以来， 为贫
困户想得多， 想得细， 办事扎实，
改变了村容村貌， 非常给力； 特

别是利用医院资源， 健康扶贫干
出了特色， 群众满意度非常高！”

记者了解到， 自新田县实施健
康扶贫工作以来， 县中医医院对 6
种大病进行了集中救治， 从 2017年
至 2020年 5月， 该院对全县 6种大
病患者集中救治 1032人次， 总费用
4909991.8元， 报账 4681501.61元，
报账比例达 85%以上， 其中仅该院
减免就达 456374.63元。

新田县中医医院党总支书
记、 院长蒋恒波表示： “扶贫工
作事关国计民生， 我们院的扶贫
队不仅贯彻上级扶贫攻坚精神，
更主要是依托医疗资源， 为群众
筑起健康屏障， 让老百姓更好地
过上健康幸福的日子。”

本报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何丽英秦红梅

������本报讯 （通讯员黎德华 唐洁）
6月 12 日， 2020 年娄底市新化县
全体医院护士长能力提升培训在新
化县人民医院举行， 特邀湖南省人
民医院消化营养科护士长蔡华、 新
化县人民医院院感科主任伍瑞兰授
课， 会议由新化县卫健局医政股长
刘曙光主持，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伍

冷露出席并讲话， 全县共 210余名
护士长及业务骨干参加。

会上， 全体护士在新化县人民
医院护理部主任曾尚梅的带领下， 庄
严宣读了 《南丁格尔誓言》， 重温弘
扬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和为护理事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刘曙光表示， 各位护士长一
定要有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认
真负责、 无私奉献的精神， 将本
次培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
作中， 不断学习、 不断消化、 不
断提升， 同时把这种工作理念和

思路传授给每一位护士， 从而推
动全县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随后， 蔡华结合自身丰富的
临床经验， 从护士长执行力、 有
效沟通、 减压小技巧 3 个方面生
动阐述了怎样做好一名护士长以
及护士长的领导管理艺术等。

伍瑞兰就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进行了精彩讲解， 特别是对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中， 医
院门急诊管理、 病房管理、 患者
管理及注意事项做了详细说明。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刘鑫） 6 月 23 日， 娄底市计
生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张旺
夫代表中国、 省、 市计生协， 与
新化县计生协常务副会长袁建
国一行人走访慰问了因公殉职
的该县温塘镇眼花村计生协副
会长、 村主任刘秋松家属， 并送
上慰问金 3.5 万元。

刘秋松是新化县温塘镇眼花

村人， 生于 1974 年 8 月， 2017
年 6 月担任眼花村村主任、 计生
协会副会长 。 2020 年 4 月 15
日， 刘秋松因长时间坚守着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 协会工作、 脱
贫攻坚等第一线， 劳累过度突发
心机梗塞离世。

眼花村计生两女户 （夫妻双
方均为农村户口， 曾生育子女符
合计划生育法规、 规章和政策性
文件规定， 现存两个女孩的家
庭） 刘定额， 妻子吴丽琴患有严
重的心脏病， 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 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刘定额打
零工维持。 刘秋松走访时看到这
状况， 立即报告温塘镇计生协，
为刘定额争取了 2000 元生育关

怀救助金。 为了长期扶助这个特
殊家庭， 刘秋松找到一位爱心人
士， 和这位爱心人士共同出资
700 元/月， 专门解决刘定额大女
儿的学费和生活费。

此外， 刘秋松出资 4600 元，
购置了腰鼓、 唢呐等乐器， 组建
了眼花村 “红色会员腰鼓队”，
积极倡导文明新风。 刘秋松捐助
1.2 万元， 购置了老年人健身器
材， 安置在村级活动中心。 他还
组织村计生协会员成立了 “土鸡
养殖合作社”， 为会员免费提供
仔鸡， 并负责统一收购鸡和鸡
蛋， 由他负责销售。 在他担任村
主任、 副会长期间， 资助贫困计
生协会员的支出达 3.6 万元。

�������永州市新田县大力推行健康扶贫政
策， 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 开展
公卫服务， 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个性化健康指导、 健康宣教。 图为 6 月
23 日， 该县骥村镇卫生院医务人员来到
该镇李家山村上门履约， 为建档立卡户、
脑血管病患者黄国云 （左二） 测量血压，
并宣教脑血管病防治知识。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唐晓敏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年伟） 6 月 19 日，
怀化市卫健委机关第四党支部深入该市鹤
城区芷江路社区开展 “点亮微心愿、 巾帼
圆梦行” 主题党日活动。

82 岁高龄的葛介球老奶奶是芷江路
社区的一位普通居民。 由于配偶已故， 小
儿子肢体残疾， 葛介球长期独居。 当得知
她的微心愿是给家里打扫一次卫生后， 怀
化市卫健委机关第四党支部主动与社区工
作人员对接， 组织志愿队伍来到老人家
里， 为老人梳洗头发、 清洗衣物和被褥，
打扫房间卫生， 并给老人送去了大米、 食
用油等生活物资及慰问金。

得知老人身体不太好的情况后， 该支
部还对接了城中茶园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
人， 协调社区卫生服务站派出两名医务人
员， 定期上门为老人量血压、 测血糖和开
展 “一对一” 医疗保健服务。

群众满意度就是这么提升的

������本报讯 （通讯员 魏东东 吕荣婷） 近
日， 49 岁的陈权 （化名） 被一根长 30 厘
米的钢筋从其肛门直穿至腹部， 经常宁市
人民医院普外科团队 6 小时的紧急抢救，
陈权生命体征平稳， 目前已经康复出院。

据了解， 陈权在施工时， 不慎从高处
坠落， 下方竖立的一根钢筋直接刺入其肛
门， 惊恐之下他自行拔出钢筋， 工友们紧
急将他送到常宁市人民医院。 送达医院
时， 陈权已是面色苍白、 大汗淋漓， 腹部
剧痛难忍。 完善腹部 CT 检查后， 陈权坚
持不住昏倒了过去。 该院普外科医护人员
立即进行药物止痛、 补液等紧急抢救， 主
治医师彭晟为陈权检查后初步诊断为： 开
放性腹部损伤、 直肠贯通伤、 膀胱破裂、
腹腔积血。

“当时患者生命体征一直处在休克边
缘， 腹腔内可能还在继续出血， 还不清楚
重要脏器、 大血管是否出现致命性损伤，
只能立即进行剖腹探查手术。” 普外科主
任罗胡生介绍。 患者做完相关检查后， 普
外科手术团队立即制定手术方案。 整根钢
筋长 30 厘米， 伤口很可能贯穿了腹腔，
造成多脏器、 多血管的损伤， 情况十分危
急， 每耽误一分钟都是危险， 这是一场与
时间赛跑的 “硬仗”。

罗胡生立即带领科室医师团队为陈权
进行剖腹探查术， 发现陈权腹腔内已有接
近 1000 毫米的积血， 膀胱后壁、 膀胱三角
处分别有两道 4×3 厘米、 2×2 厘米的裂口，
输尿管、 血管紧紧缠绕在周围， 缝合过程
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二次损伤。 缝合难度
最大的是直肠前壁有一道 2×2 厘米的裂口，
位于腹膜反折以下， 必须切开腹膜进行缝
合， 而且手术视野极为狭小， 这对主刀医
生的技术要求极高。 针对直肠前壁裂口，
罗胡生将直肠前壁腹膜反折处切开分离，
在不及一个乒乓球大的狭小空间内， 进行
清创、 缝合止血。 整个抢救过程分秒必争、
紧张有序， 手术历时 6 小时， 成功为陈权
进行了剖腹探查术+膀胱破裂修补术+右输
尿管下段探查+乙状结肠造瘘+直肠修补盆
腔引流术+肛周皮肤挫裂伤清创。 经过 20
天的康复治疗后， 陈权康复出院。

———永州市新田县中医医院健康扶贫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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