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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邓梦玲 通讯
员 胡外光 胡珊珊） 6 月 15 日
至 16 日， 由湖南省卫生信息与
医学装备学会主办、 湖南省儿
童医院承办的 2017 “全联接医
疗 、 服务大健康 ” 高峰论坛 ，
暨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培训班在长沙举行。

据悉， 本次论坛以医联体
建设、 全联接医疗为主题， 探
讨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
天， 医院如何有效利用信息化
手段建设医联体平台， 解决医
院之间基层首诊 、 双向转诊 、
远程会诊， 从而实现医联体内
各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

医疗服务信息互通， 逐步完善
医联体内各成员单位之间的信
息共享， 让老百姓就医更便捷。

“信息化给人民群众带来了
更加便捷的就医体验。” 湖南省
儿童医院院长谭李红告诉记者，
湖南省儿童医院已初步建成以湖
南省儿童医院为核心， 以网络信
息技术为基础、 覆盖湖南、 江
西、 云南、 广西等周边省份 94
家医疗机构的儿科医疗联合体，
已有 215 名专家加入了儿科医联
体协作圈。 谭李红介绍， 该儿科
医联体致力于建设湖南儿科医疗
健康服务平台， 集中区域内的儿
科专业力量， 充分利用互联网前

沿技术， 实现远程会诊、 远程病
历讨论、 在线教学、 网络转诊、
线上交流、 数据共享等多项功
能， 搭建医院与医院之间、 医院
与患者之间无缝沟通与交流。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规划信
息处负责人刘五星表示， 大健
康、 大数据、 大融合、 大发展是
当前医疗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和
方向， 数据、 信息技术、 互联
网+， 必须与服务需求相结合。
按照国家信息化建设总体要求，
在卫生工作中要建立分级诊疗
制度、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全民
医保制度、 药品供应保障制度、
综合监督制度等五项基本制度。

大健康 大数据 大融合 大发展

全联接医疗 服务大健康

������本报讯 （通讯员 许红亮 朱
茜） 6 月 11 日一大早， 102 岁的
骨折患者翟奶奶在 64 岁的满崽
扶持下， 慢慢地从永州市江华瑶
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外三科病房走
进医护办公室， 喜笑颜开地对医
护人员表达谢意。 翟奶奶的成功
收治， 是该院目前救治年龄组最
大的一例手术患者， 她用顽强的
生命力成功挑战现代医学极限，
堪称奇迹。

翟奶奶名叫翟桂姣， 出生于
1915 年 1 月， 今年寿龄 102 岁。
这位经历了百年沧桑的老太现居
住在该县东田镇水口寨村。 5 月
22 日， 她在家中不慎摔倒， 右
髋骨部位疼痛难忍、 畸形、 活动
受限， 家人将其送到江华县人民
医院治疗， 经确诊为 “右股骨粗
隆间骨折”。 老年股骨颈及粗隆
间骨折被医学称之为 “死亡骨
折”， 死亡率非常高。 医院考虑
到翟奶奶年迈体弱、 身体各个器
官功能减退 ， 同时患有心肌缺
血、 肺部感染等疾病， 手术和麻
醉均存在较高风险， 术后均有可
能出现各种并发症。 医院迅速组
织心内科、 呼吸科、 麻
醉科、 重症监护室等多
学科专家联合会诊， 为
其拟定周密手术方案，
评估麻醉风险， 确保手
术万无一失 。 5 月 27
日， 该院以党总支书记
万荣军、 副院长蒋光明
等权威专家组成医疗团
队， 在多学科部门的严
密配合下， 经过 2 小时
的全力救治， 成功为翟
奶奶实施了右髋关节置
换术 。 术后经过 14 天
的后期康复治疗， 老人
身体不仅奇迹般地恢复
良好， 还能借用助行器
下地行走， 6 月 11 日顺
利康复出院。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涛 杨华平） 6 月 14
日， 笔者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卫
计局了解到， 截至目前， 全县 11 个乡镇有
3104 名农村适龄妇女享受了 “两癌” 免费
筛查。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县从 4 月 24 日
开始， 对全县 11 个乡镇 35-64 岁女性免费
进行 “两癌” 筛查， 特意避开寒热两个极端
季节， 为筛查提供良好的气候环境。 此次共
筛查 3104 人， 完成率达 103.5%。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红惠） 6 月 13 日，
郴州资兴市皮肤病防治所 (皮肤病医院) 作
为湖南省卫生计生委指定的麻风病区域性定
点诊治机构， 所 (院) 长尹增亮率领业务骨
干赴张家界市皮肤病防治所， 为一张姓麻风
性溃疡伴鳞癌患者成功免费实施右足底慢性
溃疡伴鳞状细胞癌扩大切除术和皮片移植
术。 这是湖南省自组医疗队首次成功为复杂
性足底溃疡麻风病人实施手术。

患者张某， 男性， 42 岁， 12 岁时曾患
麻风病， 后治愈。 2010 年左右， 患者右足
底开始出现溃疡， 反复不愈。 但因家庭困
难， 单身一人， 一直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
疗。 今年 5 月， 张某被诊断为高分化鳞癌。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华 邱婷) 6 月 14 日，
郴州市桂阳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谭家俊与湖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共同签定了医联体协议，
正式成为省第二人民医院签约指导医院。

据了解， 桂阳县第一人民医院继今年 3
月份与湖南省人民医院签约成为湖南省综合
医院儿科联盟成员单位后， 近日， 又与湖南
省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签订了
《医联体》 协议， 这是该院进一步加强学科
建设， 提升救治能力， 促进专科发展的有效
路径。

签约仪式上， 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张
磊表示， 将充分发挥省直公立三甲医院的健
康促进作用， 深化与基层的联络合作， 在各
个方面进行探索， 特别是精神卫生、 心理卫
生方面给予该院支持， 提升基层的救治能力。

�� ��6月 14日， 常德市石门县红十字会、 石门县献血办联合在该
县爱心献血屋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营造无偿献血氛围， 普及无偿献
血理念。 活动现场， 该县卫计局、 县财政局的近 70名志愿者加入
了爱心献血行列， 献血量达 30000毫升。 通讯员唐为兵摄影报道

爱心献血屋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 易彩云
何君） 6 月 9 日 ， 2017 年第
三季 “快速康复外科高级研
讨班-心沐三湘” 在湖南省肿
瘤医院召开， 活动围绕 ERAS
（加速康复外科 ）， 从手术 、
麻醉以及临床护理等方面 ，
通过查房、 手术观摩及讨论
的形式， 让参会者获得实用、
有效、 全面的前沿信息。

本届研讨班由该院结直肠
外科主办， 该科在湖南省最早

开展 ERAS， 并取得显著效
果。 该院结直肠外科室主任聂
少麟教授介绍， ERAS 加速康
复外科是指采用有循证医学证
据的围手术期优化处理措施以
阻断或减轻机体的应激反应，
促进达到快速康复的目的 。
ERAS 的实施， 可以缩短住院
时间， 降低术后患者并发症的
发生率， 降低再入院风险和死
亡风险， 降低患者医疗费用，
减轻社会及家庭负担。

“听说姜老太是
专门研究皮肤病的，
她还研制了皮肤病
系列产品 ， 是真的
吗？ 是免费治疗吗？
我也想报名……”

自晨报刊登了
《征集百位皮肤病患者， 还你健康皮肤》 一
文后， 已经有 100 多位皮肤病患者报名参与
免费治疗皮肤病活动。 到目前为止， 报名人
数还在递增， 火爆程度丝毫不减。 应广大皮
肤病患者的强烈要求， 姜老太修肤堂再征集
百位皮肤病患者 ， 只要你有皮肤瘙痒 、 皮
炎、 皮肤癣、 荨麻疹、 皮肤过敏、 青春痘、
湿疹、 扁平疣、 手足脱皮、 皮肤皲裂、 脚气
等各种皮肤病， 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
免费征集活动。

“中西医结合” 只为您的皮肤
姜莉蔚就是人们口中的姜老太， 她结合

中医中药理论一直致力于疑难杂症的研究，
特别是在中医皮肤疾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 其独特的治廯止痒， 皮肤脱敏中草药制
剂曾得到了无数患者的认可 。 在她的帮助
下， 众多皮肤病患者走向了健康。

免费体验 等你报名
如果您正在遭受或长期遭受着各种皮肤病

的困扰， 奇痒难忍， 出门被人嘲笑， 不受欢迎
…….等痛苦， 想迫切改变眼前的一切烦恼，
轻松治疗皮肤病的患者， 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
报名， 前 100名皮肤病患者可免费试用姜老太专
用产品的效果， 机会难得， 千万不要错过哦！

皮肤病免费治
姜老太修肤堂征集百位皮肤病患者姜老太修肤堂征集百位皮肤病患者

0731-82298112
地址：
报名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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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6 月 10 日上午，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派出营养师郑璐、 减肥
师周晓薇等专家， 来到湘潭市雨湖区齐白石
广场， 参加 2017 年健康中国 （湖南） 行湘
潭站 “合理膳食” 主题宣教活动。 他们在现
场医疗服务区设置了咨询与义诊点， 开展了
多项 “合理膳食” 的宣传活动， 促进了 “合
理膳食” 健教普及。 他们发放 《心脑血管疾
病》 、 《消化系统疾病》 等 5 种健康处方
各 300 份， 《内分泌系统紊乱饮食指导》、
《肠内营养支持饮食指导》、 《湘潭市第一人
民医院》 等宣教手册 200 份； 测量血压 200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