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 讯 员 段斌 ）
“当智慧安全系统安装完工后，
您可在自己的手机上， 观察到院
区内所发生的打架斗殴、 挂号与
取药排队超出规定人数、 敏感人
员进入院区、 禁区闯入无关人
员、 服务台岗位人员离岗与履职
等情况， 并且可以短信提醒或报
警形式提供给安保和管理人员。”
国防科技大学工程师徐新文博
士向院纪委书记邓纯介绍道。 3
月 28 日，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增添了一位铁杆 “卫士”。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将人
工智能、 物联网、 大数据等先
进技术应用到安全监管工作中，
实现对安全工作与环保要素的
全面实时监测与智能化处理 ，
构建一个涵盖事前预警、 事中
处置与事后备查的智慧物联系
统， 特别是通过实时视频随时
查看监控范围内工作安全与人
员安全情况、 安防区域的环境
状况， 从而转变传统的被动管

理方式， 实现主动监管与实时监
测。 当出现隐患预警时， 平台会
根据分级处置规则， 自动将报警
信息及时发送到预定接收人的手
机上， 方便监管人员在必要时提
醒工作人员纠正违规行为， 监管
人员与工作人员的对话功能， 提
高安全监管水平， 降低管理成
本， 减少事故发生。

据悉，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通过国安网络的定制化 UI 平台，
打造医院自己的 “虚拟电视台”，
帮助管理人员方便快捷地掌握医
院环境状态和服务状态， 打造高
质量的医生、 患者和就医环境，
创建和谐的医疗模式， 完成湘潭
市第一人民医院文化和业务学
习、 消防培训、 安全督察、 安全
讲堂等内部的实时传播， 完善单
位和职工家庭的信息化建设， 将
安全生产理念全覆盖， 给人员健
康和国家财产安全添加了一道
“防火墙”， 这在湖南省医疗系统
中尚属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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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本报讯 （通讯员 杨伯放 杨曲涛） 3 月 24
日， 邵阳武冈市卫生健康局出台 《武冈市 2019
年村卫生室专家坐诊工作实施方案》， 决定从即
日起到今年年底， 在全市 274 个村卫生室全面开
展专家坐诊工作制度。

为了给农村居民提供快速、 安全、 有效、 价
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确保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武
冈市卫生健康局从市直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抽调了
274 名专家组建市级下派村卫生室坐诊专家组，
从乡镇 （中心） 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调
274 名医师组建乡镇下派村卫生室坐诊骨干组，
专家组和骨干组以农村常见病、 多发病及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为重点， 对村卫生室进行全方位帮扶，
全面提升村医服务能力。 市级专家组和乡镇骨干
组每月分别在所联挂的村卫生室固定坐诊一天。

武冈全面实施村卫生室专家坐诊

本报讯 （通讯员 郭奕） 近日， 岳阳市岳阳
楼区妇幼保健院抽调 4 名医疗水平高、 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和较高沟通能力的妇幼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到 16 家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对
孕产妇免费进行超声、 肝肾功、 血常规、 胎儿情
况等集中高危妊娠筛查和面对面健康咨询， 向孕
妇传授孕期保健知识。 截至目前， 共计 3000 余
名孕妇接受了筛查。

据了解， 孕产妇集中高危筛查已经成为岳阳
楼区常规工作， 每半年开展一次， 通过孕产妇高
危集中筛查， 辖区已连续 3 年孕产妇 “0 死亡”。
在进行筛查的同时， 岳阳楼区各社区利用孕妇学
校、 宣传折页、 微信平台等方式开展了优生优育、
出生缺陷防控、 科学育儿等孕产期健康知识宣教。

岳阳楼区开展
孕产妇集中高危筛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章星星） 为进一步提升家
长对预防接种的认知水平， 3 月 29 日， 益阳沅
江市疾控中心举办预防接种家长课堂第一期培
训班 。 培训对象以 0~6 个月儿童的家长为主，
通过面对面、 电话、 微信预约等方式共邀请到儿
童家长 30 余人前来听课。

该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主任曾剑波采取课件
培训与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方式， 从为什么要接种
疫苗、 疫苗的分类、 以及接种疫苗的注意事项和
不良反应的处理等三个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讲
解， 并引导家长参与问答互动， 逐一解答他们在
预防接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同时， 该中心联合
新闻媒体在全市广泛深入宣传， 力求营造良好的
预防接种支持性社会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卫健） 3 月 28 日， 株洲
市召开 2019 年卫生监督工作会议。 据悉， 今年
该市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推进卫生监督工作开
展， 将重点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 儿童近视康
复治疗乱象专项整治、 医疗机构诚信缺失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等行动。

据了解， 2018 年该市卫生监督系统累计出动
监督人员 14492 入次， 完成经常性卫生监督 7194
户次， 监督覆盖率 100％。 今年， 该市将探索建立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良行为记分管理办法， 建立
完善医疗卫生信用体系。 严历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执
业行为， 严肃查处发布虚假违法医疗广告和信息
的行为； 重点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 儿童近视
康复治疗乱象专项整治、 医疗机构诚信缺失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等行动； 建成 6个重点培训基地。

“预防接种家长课堂”在沅江开课

株洲推动完善医疗卫生信用体系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文佳）
4 月 1 日，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发布， 该院首次将 3D 打印
导板应用在寰椎骨折手术上，
成功为一名患者实施寰椎骨折
枕颈融合手术。 目前患者已经
下床接受康复治疗。 据悉， 这
也是湘南地区首次将个性化
3D 打印辅助导板应用于寰椎
骨折的手术中。

患者李某今年 65 岁 ， 3
月下旬不慎从高处坠落额部着
地受伤。 由于患者寰椎严重骨
折 、 粉碎 ， 而寰椎椎弓根细
小， 解剖变异大， 徒手植入颈
椎椎弓根螺钉准确性较差， 该
院脊柱外科副主任童杰博士决
定采用 3D 打印技术， 用高分
子材料复制颈椎骨折的形态。

手术前， 郴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南院 3D 打印中心为患者

精确打印了一个置钉导板和
一个寰椎骨折模型。 “术前，
医院脊柱外科、 手术室、 麻
醉科、 输血科等多个科室做
了充分的准备， 准备了 1000
毫升血和术中麻醉唤醒等各
种预案， 以确保李某手术安
全。” 童杰博士介绍， 由于
术前主治医生利用三维实体
模型进行复位， 安放预弯钢
板， 增强了术者对骨折形态
的了解， 手术完成顺利。

据估计， 以传统方式做
该手术， 手术时间约 5 小时，
患者出血量约为 1000 毫升，
术后需进入重症监护室 3 天。
而李某的手术时间缩短为 2
小时 ， 出血量约 100 毫升 ，
患者术后直接进入普通病房，
费用节省了几万元。

据童杰博士介绍， 通常

情况下， 颈椎骨折需通过 X 线
及 CT 扫描， 评估其骨折情况。
然后通过医生的想象力将平面
化的图像在脑海中进行立体构
建， 再进行手术。 但是想象难
免有误差， 且手术过程中， 也
难以精准定位， 随时可能伤及
周围重要神经血管 ， 风险较
高。 3D 打印技术可以通过术
前对骨折部位的影像扫描， 在
计算机中重建骨折骨骼， 然后
将骨折的骨骼模型打印出来，
从而进行模拟手术， 选择最佳
手术方案。 而且， 医生还可以
通过模型确定手术器械的操作
点及角度， 再通过 3D 打印制
作一个个体化、 精准化的引导
模具， 该模具可以引导手术器
械以事先确定的点及角度进行
手术， 避免周围重要血管、 神
经的损伤。

3D 打印辅助导板治疗寰椎骨折

为了使学生充分认识垃
圾食品对身体的危害， 从行
动上拒绝垃圾食品。 3 月 28
日， 永州市江永县第三小学
举行食品安全宣传教育讲
座， 开展“远离 5 角、 1 元
辣条， 拒绝垃圾食品， 保障
身体健康” 签名活动， 全校
956名学生踊跃参与。

通讯员 田如瑞 周维善
欧石峥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慧娟 ) 3 月 30 日 ，
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
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
究分会在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成立 。 会员
涵盖临床医护 、 公共
卫生 、 基础医学 、 数
学与统计学 、 信息工
程 、 老年产业等各领
域专家 ， 共同搭建了
一个老年人健康与疾
病的学术研究融合平
台 。 该分会将深入开
展老年人疾病 、 社会
问题 、 心理卫生 、 健
康和寿命等问题研究，
为老年医学事业发展，
为国家制定有关老龄
事业改革发展和养老
体系建设提供重要依
据。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应用

远离垃圾食品
保障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