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小红 董昉） 6
月 27 日， 娄底市政协副主席、 娄底市中
心医院院长肖扬率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到娄
星区大科街道办事处黄泥社区调研创文管
卫工作。 他要求医院发挥医疗优势， 开展
以健康宣教为主的帮扶行动， 助推社区创
文管卫工作有效推进。

黄泥社区有 9个居民小组， 常住人口
1800 余人， 流动人口达 1 万余人， 目前
存在安置小区居民生活方式亟待转变、 环
保意识亟需增强等难题。

肖扬表示， 创文管卫是造福于民的民
生工程，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 积极行动。
娄底市中心医院作为帮扶单位之一， 将充
分发挥医疗帮扶品牌的优势， 深入群众
当中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 协助社区开
展健康体检、 健康宣教及志愿者服务，
关爱孤寡老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引
导群众转变健康观念和生活方式。

�������� 7 月 1 日， 广受关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正式实施， 为深入推动中医药
法在湖南省的贯彻实施， 省中
医药管理局组织全省所有公立
中医医院开展大型义诊等多种
形式的宣传活动。 图为当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义诊现场， 医护人员为市民进
行耳穴压豆。

本报记者 尹慧文
通讯员 朱翊 陈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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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邓梦玲 通讯
员 周瑾容 周蓉荣） 6 月 29 日 10
点 20 分， 一架直升机在湖南省
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的上空盘旋
轰鸣， 随后稳稳降落在该院停机
坪中， 早已等候在一旁的医护人
员迅速将机上一名患者送入神经
内科病房。 据悉， 该架直升机从
桃江县人民医院飞来， 仅耗时 25
分钟飞跃百余公里， 成功完成了
湖南省首例航空转运病患， 比地
面转运足足快了 2 小时。 这也是
航空救援湖南基地落户该院之后
首次转运患者， 此后， “空中救
护车” 将为更多危重患者赢得生
机。

在该院神经内科病房， 记者
见到了搭乘首次 “空中救护车”
转院的周女士。 她告诉记者， 自
己因 “头痛查因， 低钾血症、 高
胆固醇血症” 在桃江县人民医院
治疗， 但病情复杂， 且头痛剧烈
无法忍受， 便要求转到省人民医

院做进一步检查以明确诊断。 赶
巧遇到了该院正在进行航空救援
演练， 便有幸成为了湖南省直医
院首例航空医学转运的患者， 免
费搭乘了直升机转院。

为确保航空救援工作的开
展， 该院组织进行了多次集中培
训和模拟演练。 在桃江县人民医
院反映周女士要求转院的需求之
后， 该院决定启用首次航空转运
患者。

记者了解到， 转运时直升机
上共 7 人， 包含 2 名机长、 1 名
患者、 1 名患者家属、 1 名随机
医生和 2 名机务人员。 “飞机上
配备了心电监护仪、 氧气袋等急
救物品， 除了飞机是在天上飞，
与平时随急救车出诊感觉差不
多。” 随机医生黄婕说， 在飞机
上她要随时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变
化， 并询问患者有无不适。

安全到达医院后， 该院卒中
中心副主任、 主任医师周文胜为

周女士做了检查。 周文胜表示，
目前周女士各方面相对平稳， 没
有生命危险， 但还不能排除患急
性脑血管病。 周文胜说， 急性脑
血管病患者的黄金抢救时间为 4-
6 小时， 如果救治不及时则会出
现偏瘫或者死亡 。 救治时间越
早， 愈合越好， 致残率越低。 空
中急救则是缩短了患者到医院的
时间， 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抢救
机会。

“空中转运具有不受空间限
制的优势， 可将伤病员快速转移
到救治条件更好的区域， 赢来每
一分钟， 就是伤病员减少致死致
残率的珍贵生机。” 该院院长祝
益民表示， 空中急救， 主要是指
直升机救援， 在西方发达国家应
用已非常普遍。 它作为地面救援
的有效补充， 当地面交通出现拥
堵、 中断、 大雾封路等状况， 救
护车难以快速到达时， 直升机救
援可以为生命争取宝贵的时间。

桃江患者乘直升机， 25 分钟转院抵长

“空中救护车”为危重患者赢得生机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瑛 谢
建平) 6 月 26 日， 长沙市第一
医院艾滋病门诊搬至原址三
楼， 当天， 第一个就诊的黄
先生兴奋地向其他病友介绍：
“现在不仅有了宽敞明亮的候
诊大厅， 可以好好坐下来等
待， 轻松上网完成缴费， 也能
在这大厅完成挂号、 缴费、 抽
血、 打印化验单， 再也不用来
来回回奔波劳累了。”

长沙市第一医院艾滋病
门诊位于长沙市传染病医院
（长沙市第一医院南院）， 每
年接待全省的 STI/AIDS 患者
2 万余人次， 日平均门诊量百
余人。 为改善就医环境， 更
方便患者就诊， 医院领导高
度重视 ， 经多次考察协调 ，
将三楼原病案室等功能用房

整体搬迁， 重新装修设计成
艾滋病专科门诊。 现门诊设
有 3 个诊室， 1 个检诊室， 集
挂号、 缴费、 抽血、 化验单
打印等功能为一体的 “一站
式” 服务体系。

当天， 该院北院综合党
支部为庆建党 96 周年开展的
“以爱抗 ‘艾’， 我们在行动”
党员活动也在此举行。 医院
领导带头在签名榜上签上了
自已的名字， 表达对艾滋病
患者的关爱之心。 党员志愿
者们在门诊诊室、 分诊台等
设立 “共产党员岗”， 引导患
者就医、 抽血， 协助患者挂
号、 缴费、 打印化验单宣讲
艾滋病的防治知识， 让大家
正确了解艾滋病， 增强预防
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漪） 由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主办的 “第三届妇科热
点问题湘雅论坛” 6 月 9 日至 10 日
在长沙召开。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
长龙玲在会议上做了 《腹腔镜广泛子
宫切除术中输尿管隧道的处理》 精彩
手术视频展示， 阐述了腹腔镜下广泛
子宫切除术中 “隧道” 打开和输尿管
保护的手术技巧， 得到了与会各知名
专家的一致好评。 这是该院妇科首次
与全国知名专家一道进行手术视频展
示， 是该院妇科手术的一个新高度、
新起点。

该院妇科手术在龙玲的带领下得
到了长足进步， 尤其在腹腔镜手术领
域有了一席之地， 腹腔镜下广泛子宫
切除、 盆腔淋巴结清扫、 腹主动脉淋
巴结清扫等手术精湛， 并发症少， 患
者恢复快， 得到了患者广泛好评。

������本报讯 （通讯员 袁桂湘 满峰） 6
月 28 日， 笔者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卫计委获悉， 近日， 该州有 48 人获
得 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 587 人获得 2014-2015 年度全省无
偿献血奉献奖。

据了解， 公民在本省无偿献血， 献
血者和献血者的配偶、 父母、 子女在任
何地方用血时向医疗机构交纳的用血费
用， 可到颁发 《无偿献血证》 的血站按
照相关标准报销。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淦周炫） 每个人
都能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近日， 家住省
级贫困村湘潭湘乡市山枣镇山枣村的王奶
奶在湘乡市举行的家庭医生签约现场， 圆
了她自己认为不可想象的健康梦想。

据湘乡市卫计局负责人介绍， 今
年， 该市签约服务的重点对象为 65 岁
以上的老年人、 慢性患者、 0-6 岁儿
童、 孕产妇、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
因病致贫患者以及其他签约服务需求的
居民， 确保所有贫困人口纳入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范围， 提供相应的免费签约服
务， 建立相应的电子健康档案。

������本报讯 （通讯员 邓玉莲） 近期， 永
州市东安县普降暴雨， 石期市遭受洪涝
灾害。 灾情就是命令， 东安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紧急启动抗洪救灾疫情防控应
急预案， 积极采取措施， 应对自然灾害。

6 月 29 日， 该中心组织人员联合石
期市卫生院工作人员， 对石期市受灾街
道居民区全面开展灾后卫生防疫、 消毒
消杀及防病知识宣传工作， 加大对饮用
水水质监测与消毒， 做好与灾情相关传
染病监测和疫情分析， 确保大灾之后无
大疫。 共发放和使用宣传单 2000 余份、
84 消毒液 200 瓶和漂白精片 40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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