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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 医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余希
蒋凯） 粪便能治病？ 听起来让人难以
置信， 但这的确是科学事实。 记者 5
月 27 日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了解
到， 该院近日接诊了一名顽固性 “炎
性肠病” 患者， 医院提取其小侄女粪
便中的细菌， 注入患者胃肠道， 移植
术后， 患者病情大为好转， 成为湖南
省内首个进行粪菌移植患者。

患者周小妹 （化名） 经常腹泻，
每天排便 5—8 次， 且呈稀水或糊状
便， 伴有消瘦、 发热、 乏力， 诊断为
“炎性肠病”， 在省内多家医院治疗，
但症状一直未见好转， 无法正常生活，
苦不堪言。

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晓艳
在分析周小妹病情后， 认为其符合粪
菌移植条件。 经过筛查， 最后选定患
者的小侄女为供者。 移植当天， 周小
妹小侄女提供了新鲜粪便交给实验室
的医生， 医生迅速处理并提取粪便中
的细菌， 注入周小妹胃肠道。 术后 7
天复查周小妹血液中的炎性指标， 均
有改善， 腹痛减轻、 腹泻次数减少，
体重、 乏力也有所改善， 失眠也不再
出现。

王晓艳介绍， 正常的肠道菌群处
于一个和谐稳定的状态， 当某些细菌
数量增多、 减少或者缺失， 人就生病
了。 此时， 将健康人粪便中的正常功
能菌群移植到受者胃肠道内， 就可以
重建平衡。

粪菌移植治肠炎

�������主任医师， 教授， 博
士， 博士生导师， 中南大
学骨科研究所副所长、 湘
雅二医院外科教研室主任、
创伤骨科主任。 中国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中国名医理事会终身理事。
中华医学会湖南手外科分
会全国委员、 湖南省骨科
学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
医学会手外科专业委员会
和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
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湖南省康复医学会创伤专
业委员会与显微外科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5 月 28 日，
湖南省卫生厅 “2013 年度湖南卫生好
新闻奖” 评选揭晓， 经专家评审， 共
评出获奖作品 16 件， 本报有 2 篇作
品荣获好新闻奖， 分别为消息 《真情
点亮生命之光》 （作者： 汤江峰）、
通讯 《为了 72 位伤员的生命》 （作
者： 尹慧文、 金贵平）。

围绕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心任
务， 本报将继续宣传深化医改政策和
成果， 普及健康知识， 力争采写更多
更好的新闻佳作。

湖南卫生好新闻奖

倪江东
骨科专家

�� �本报讯 （赵鹏） 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4
年重点工作任务》。 文件指出， 2014
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政府补
助标准将提高 40元， 达到 320元。

文件要求扎实推进全民医保体
系建设。 2014 年重点解决筹资机制
不健全、 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不完
善、 医疗服务监管尚需加强、 支付
方式改革有待深化等问题， 进一步
巩固完善全民医保体系。

根据文件， 2014 年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 、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 和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 (以下简称新农合 ) 三
项基本医保参保 (合 ) 率将稳定在
95%以上，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
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 40 元， 达
到 320 元 ； 个人缴费同步新增 20
元。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
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达到
70%以上和 75%左右， 进一步缩小

与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间的差
距。 适当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
合门诊统筹待遇水平。

有关部门要求， 地方各级财政
部门要按照标准足额安排预算， 并
按要求及时拨付财政补助资金。 各
级卫生计生和人社部门要加大对农
民和城镇居民个人缴费的征缴力
度， 确保个人缴费及时足额到位，
要加大对新农合和居民医保基金的
监督管理， 确保基金安全。

补助标准将提高 元 本报 2 篇作品荣获 2013 年

湘潭市中心医院

������本报讯 （记者 汤江峰 王璐 通
讯员 王红艳） 5 月 28 日， 湖南省健
康促进与控烟协会公布对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等 62家医院控烟暗访结果。
结果表明， 控烟工作做得较好的有 6
家， 一般的 30 家， 不及格的有 26
家。 其中， 湖南旺旺医院、 省肿瘤医
院、 省儿童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 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 株洲市妇
幼保健院等单位在院内控烟卓有成
效， 走在全省三级医院的前列。 而衡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等单
位排名靠后， 差距较大。

为控制烟草对人类的危害， 世

界卫生组织从 1989 年起， 将每年 5
月 31 日定为 “世界无烟日”， 今年
世界无烟日主题是 “提高烟草税，
保护下一代”。 为消除室内吸烟对病
人健康造成的损害， 营造健康的就
医环境， 湖南省健康促进与控烟协
会从 5 月中旬起， 组织有关专家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 62 家三级医院
控烟工作进行了暗访。 旨在推动创
建无烟政府机关、 无烟卫生计生机
构、 无烟学校等单位活动， 大力推
进公共场所控烟。

湖南省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杨坤
云介绍， 烟草中有 7000 多种化学物
质， 其中有 172 种对人体有害。 烟

草的烟雾中至少含有 69 种致癌物
质。 目前， 中国吸烟人数超过 3 亿
人）， 约有 7.4 亿人遭受二手烟危害。
吸烟导致的相关疾病主要有肺癌、
心脑血管疾病等。 而病人相对于健
康人群来说是弱势群体， 他们更需
要特别的保护。 医院是防病治病的
公众场所， 尤其是三级以上大型医
院， 集中了大量的病人、 陪护和医
务人员， 管理难度大， 在医院实行
全面禁烟任重道远。

据悉， 湖南省健康促进与控烟
协会将每年在 “世界无烟日” 前夕
暗访， 检查结果如实向社会通报，
以接受社会对医院控烟工作的监督。

湖南省健康促进与控烟协会公布

62家医院控烟暗访结果

城镇居民医保
新 农 合 40

化腐朽为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