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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 由湖
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主办， 省儿童医
院、 各市州妇联承办
的“关爱雏鹰·呵护健
康” 第三届湖南省预
防儿童意外伤害知识
百场公益讲座启动仪
式， 在长沙市望城区
一师斑马湖小学举行。
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张新萍教授进
行了现场授课， 学生
们还观看了气管异物
实物展。

通讯员 杨璐璐
李雅雯 李奇 摄影报道

“关爱雏鹰·呵护健康”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刘
莉） 11 月 14 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
今年的主题是 “家庭与糖尿病 ”。
11 月 12 日，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举办大型糖尿病患教公益活动， 由
糖尿病防治专家李湘主任医师为近
200 名糖尿病患者及家属进行糖尿
病健康讲座。 “抗糖明星” 陈奶奶
现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病友们
展示了科学生活方式、 合理用药的
重要性。

80 岁的陈奶奶是一位有 20 年
病史的老 “糖友”， 同时有高血压
病史。 患病初期， 陈奶奶服用好几
种降糖药物， 但血糖控制不佳。 陈
奶奶有个特点就是嘴馋， 每顿能吃
两碗米饭， 还要吃几块红烧肉， 并

且不太爱动 ， 吃完晚饭一直到就
寝， 这段时间就在沙发上看电视。
因此， 陈奶奶空腹血糖持续在 11.5
毫摩尔/升左右， 逐渐出现手脚麻木
症状， 四肢好像有蚂蚁爬， 同时她
发现视力明显下降， 看电视、 看报
纸非常模糊。 该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医师张海涛检查发现， 陈奶奶是糖
尿病并发了视网膜病变和周围神经
病变， 同时还多发腔隙性脑梗死。
张海涛解释 ， 如还不有效控制血
糖， 这些病变进一步发展可导致双
目失明， 以及突然发生脑中风。

陈奶奶开始重视自己的疾病，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控制好日常饮
食， 每餐吃七分饱， 以蔬菜为主，
实在嘴馋想吃肉时只吃几口， 并适

当减少米饭， 偶尔出去吃大餐就不
吃主食； 运动方面， 每天吃完晚饭
步行 5000~10000 步。 做到了这些，
一个月后陈奶奶的血糖已接近正常
水平。

李湘表示， 糖尿病是一种因遗
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的
临床综合征 ， 治疗上需要根据血
糖的波动实时进行调整 。 糖尿病
患者的个体差异很大 ， 有些是以
胰岛素抵抗为主 ， 有些是以胰岛
细胞功能缺陷为主 ， 而且病程长
短不同 ， 并发症和合并症不一样
的降糖治疗目标也不尽相同 。 糖
尿病的治疗应是个体化的科学合
理治疗 ， 因而糖尿病患者务必遵
医嘱 ， 切不可随意用药或不用药，

以免对机体造成严重损害。
李湘还提醒广大患者 ， 生活

中， 要对饮食、 运动等进行长期的
管理， 糖尿病患者家庭成员掌握一
定的糖尿病防治知识和技能， 相互
帮助和督促， 从全家健康饮食、 适
量运动、 血糖监测、 糖尿病知识学
习以及心理支持等多方面一起防控
糖尿病 ， 可有效减少糖尿病的发
生， 延缓和避免糖尿病并发症， 改
善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振 ） 11 月 12
日，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 该院成
功开展 “心脏不停跳非体外循环冠脉搭
桥” 手术。 能够独立完成此类手术的目
前在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大医院， 在郴州
市尚属首家。

搭桥手术是取患者本身的血管， 如
胸廓内动脉、 大腿的大隐静脉等， 将狭
窄冠状动脉的远端和主动脉连接起来，
让血液绕过狭窄的部分， 到达缺血的位
置， 改善心肌血液供应。 这种手术是在
充满动脉血的主动脉根部和缺血心肌之
间建立起一条畅通的路径， 因此， 被形
象地比喻为在心脏上架起了 “桥梁 ”，
俗称 “搭桥术”。

据悉， 这名女性患者今年 63 岁， 经
冠脉造影检查被诊断为冠状动脉的最主要
分支———前降支血管完全闭塞。 患者随时
都有发生心肌梗塞和猝死的危险。 治愈此
病， 最好的方法就是行搭桥手术。 郴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李轶君和
全科医护人员分析认为， 此患者非常适合
采取非体外循环下心脏不停跳进行冠状动
脉搭桥手术。 手术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教
授指导， 李轶君主刀， 三个半小时后顺利
结束。 术后病人心绞痛症状完全消失， 第
二天就能下地活动了。

据李轶君介绍， 过去冠脉搭桥手
术都是在体外循环下进行， 因为心脏停
跳可导致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而且由
于体外循环容易诱发全身炎性反应、 凝
血功能障碍和气栓血栓等并发症， 手术
时间相对较长， 创伤也较大。 而非体外
循环近年才开展， 采用这种术式并发症
明显减少， 术后恢复也较快， 属于微创
手术， 但要求术者手术技巧更加精湛。

������本报讯 （姚常房） 11 月 12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例行新
闻发布会， 介绍 《贫困地区健康
促进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及贫困
地区健康促进工作开展有关情况。
《方案》 明确， 到 2020 年， 实现
贫困地区居民健康教育全覆盖；
省、 地市、 县各级建成健康教育
骨干队伍并实现培训全覆盖； 以

县区为单位， 50%的中小学校达到
健康促进学校标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宋树立表示， 健康促进是健康扶贫
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既有利于改进
贫困人口中存量患病人群的健康状
况， 也有利于通过防病减少增量患
病人群。 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年攻
坚行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务院

扶贫办统筹， 各省级卫生健康和扶
贫部门负总责， 各市 （地） 县具体
落实。 《方案》 提出健康促进 5大
行动， 分别是健康教育进家庭、 进
乡村、 进学校以及健康教育阵地建
设和基层健康教育骨干培养； 鼓励
各地探索创新健康促进方式， 及时
总结提炼、 宣传推广适合贫困地区
的健康促进做法和经验。

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年攻坚任务明确

2020 年实现健康教育全覆盖

任性“糖奶奶”爱吃肉险致盲

心脏不停跳 冠脉搭桥成功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湘潭市岳塘区创建全国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项目掠影
砥砺奋进谋创建 温情计生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