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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7 月 24 日， 国家
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 《关于印发
2020 年医疗行业作风建设工作专项
行动方案的通知》 （以下简称 《行动
方案》）。 今年 7 月至 12 月， 将通过
开展专项行动， 宣传广大医务人员舍
身忘我、 无私奉献的抗疫精神， 营造
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同时， 规范医
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廉洁行医行为，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行动方案》 提出了五大重点任
务。

一是大力弘扬、 树立医务人员正
面形象， 倡导行风建设清风正气。 通
过宣传医疗机构优秀医务工作者典型
事迹， 引导医务人员廉洁行医， 塑造
和维护良好行业形象， 主动把行风建
设列为从医执业的重要内容。

二是加强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执业行为监管， 倡导廉洁从医。 通过
信访、 举报、 部门协作等途径全面深
入排查线索， 重点检查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从业人员 （含医生、 护士、 医技
人员、 行政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 在
医疗活动中 （包括在介绍入院、 检
查、 治疗、 手术等环节） 索取或收受
患者及其家属以各种名义赠送的 “红
包” 礼金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违规违法行为。

三是严厉打击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收取回扣违规违法行为。 重点检查医
疗机构从业人员接受药品、 医疗器
械、 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生产、
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 形
式给予的回扣行为； 医务人员接受医
药企业为其安排、 组织或支付费用的
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行为； 医
务人员通过介绍患者到其他医疗机构

检查、 治疗或购买医药产品等收取提
成的行为； 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
反规定发布医疗广告， 参与医药产
品、 食品、 保健品等商品推销活动的
行为； 医务人员利用任何途径和方式
为商业目的统计医师个人及临床科室
有关药品、 医用耗材的用量信息， 为
医药营销人员统计提供便利的行为；
医务人员违反规定私自采购、 销售、
使用药品、 医疗器械、 医用卫生材料
等医药产品行为。

四是坚决查处诱导消费和不合理
诊疗行为。 加强对医务人员规范检
查、 规范治疗、 合理用药等执业行为
的监督检查， 加强高值医用耗材、 辅
助性用药等领域的监管。 围绕处方
（医嘱） 权限、 知情同意、 批准程序、
外购药品院内使用和用药安全保障等
方面完善医疗机构药品使用监管。 将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全面纳入行风监管
体系， 将不合理诊疗行为纳入医务人
员绩效考核体系进行监督评价。 对违
反诊疗常规、 诱导医疗和过度医疗等
严重违规行为， 依法依规纳入医疗机
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和信用体系管
理， 并向社会布。

五是严肃查处医药产品生产、 经
营企业的经销人员在医疗机构内的违
规营销行为。 重点检查医疗机构门
诊、 住院部、 药房等区域出现医药产
品生产、 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违规向
医务人员推销药品、 医疗器械， 进行
商业洽谈的行为。

��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发钊）
7 月 22 日，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对外发布， 借助机器人图像
放大、 裸眼 3D成像、 机械臂精
准切除等优势技术， 该院肝脏
外科戴卫东教授团队成功完成
了湖南省首例达芬奇机器人辅
助下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手术，
患者术后 5 天顺利出院， 较传
统手术术后恢复时间缩短 7天。

患者是一位 71 岁的老人，
半个月前出现皮肤瘙痒， 全身
皮肤黄染， 从当地一家医院转
诊湘雅二医院肝脏外科。 戴卫

东教授团队为患者进行检查
后 ， 确诊患者为 Bismurth IV
型肝门胆管癌。

肝门部胆管癌手术涉及到
肝叶切除及胆管重建， 必要时
还需要修补或重建大血管， 为
肝胆外科难度最高的手术之
一。 常规手术需要在腹部打开
约 20 厘米的切口， 术后容易
并发胆漏及出血 ， 一般需要
12 天才能出院。 根据患者年
龄和身体条件， 并经过充分术
前准备及详细论证后， 专家团
队最终建议患者行达芬奇机器

人辅助下肝门部胆管癌根治
术。

与传统手术相比， 机器人
手术仅需 4 个 1 厘米的小切
口， 所有的手术操作均依靠机
械手完成。 随着戴卫东教授的
操纵， 机器手臂灵巧、 精准地
实施操作， 完整切除肝门部肿
瘤， 残余胆管远端均达到 R0
切除 (无癌残留）。 戴卫东介
绍， 手术历时 4 小时， 术中出
血仅 100 毫升， 术后第 2 天患
者开始进食， 黄疸逐步下降，
并于术后第 5 天顺利出院。

放下手机， 拿起篮球。 7月 21日， 在邵阳市隆
回一中篮球场， 青少年在进行暑假篮球训练。 暑假
期间， 该县鼓励学生们积极投身体育兴趣训练， 以
锻炼身体、 乐享运动。 通讯员罗理力 摄影报道

快乐篮球 健康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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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风清气正的医疗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 严晓博） 58 岁的刘女士近
3 个月来经常发热、 乏力、 腰痛难忍。 近日， 经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全科医学科多学科诊疗团队仔
细排查， 确诊其感染了南方地区不常见的布鲁氏
菌。 刘女士没有想到， 这是自己 3 个多月前剁羊
肉 “惹的祸”。

3 个多月来， 刘女士因反复出现发热、 腰痛、
乏力等不适， 辗转于多家医院治疗， 均未见明显好
转。 近日， 其左侧腰腹部剧痛难忍， 赶紧到湘雅医
院急诊科就诊。 该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张卫茹教授会
诊后， 意识到患者病情较复杂。 经详细病史询问及
体格检查， 全科医学科多学科诊疗团队在患者发热
至 38.7℃时， 立即为其抽血做血培养。 结果显示，
刘女士感染了一种在南方较罕见的细菌———布鲁氏
菌。 经与长沙市开福区疾控中心、 长沙市疾控中心
反复确认， 刘女士被确诊为布鲁氏菌感染。 经刘女
士回忆， 3个月前， 她儿子从北方买回来半边新鲜
羊肉， 她把羊肉剁成块时有血汁溅到眼睛里， 这也
印证了布鲁氏菌病的传播特点。

经过对症抗感染治疗， 刘女士的疼痛、 发热
症状明显缓解。 10 天后， 出院回家， 继续口服
药物治疗。 张卫茹叮嘱她持续服用抗生素满 3 个
月， 追踪回访。

张卫茹介绍， 布鲁氏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疾
病， 在我国北方牧区较常见， 在南方有散在的病
例报道。 该病的传染源主要是羊、 牛等家畜， 在
我国以羊型较多见。 布鲁氏菌病可通过接触生的
或食用未经煮熟的肉类及动物内脏引起， 是一种
细菌感染疾病， 其潜伏期一般为几天到数月， 严
重的感染可能影响大脑、 心脏和其他器官。

女子感染布鲁氏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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