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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 大别
山区域医疗中心 （黄
冈市中心医院） 正式
启用。 湖南省人民医
院党委委员、 湖南支
援黄冈市新冠肺炎防
治前方指挥部总联络
员朱华波带领部分支
援湖北队员受邀参加
当天的启动仪式。

据悉， 从 2月 11
日开始到 3 月 30 日，
朱华波带领的省人民医
院 41名医疗队员一直
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抗疫， 坚守50天。

通讯员 李建民
钱淑琴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7 月 24
日下午， 经电话确认信息后， 湘潭
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护师陈驰打
开手机 APP， 点击 “马上出门” 后，
便携带着护理服务耗材包， 搭上汽
车， 按时来到湘潭市岳塘区向家塘
社区曾女士家， 开始了她的 “网上
平台预约” 护理服务。 经过近两个
小时的忙碌操作， 陈驰顺利为曾女
士的丈夫刘先生完成了胃管和导尿
管的更新、 压疮伤口护理等三项服
务。 曾女士见到被 “服务” 后的老
伴容颜舒展， 心里很是高兴， 直夸
“互联网” 平台预约真是好。

曾女士介绍， 老伴于 2018 年发
生中风后， 经过医院救治虽保住了性
命， 但一直瘫痪在床， 家里就靠曾女
士一个人照顾他。 两年多来， 每天都

要为他翻身、 擦澡、 喂食、 倒尿， 这
些事情都能做， 但是留置的胃管和导
尿管每月都要换， 成了她的一个大难
题， 既要技术， 又要设备， 还要药
品， 必须上医院才行。 可曾女士今年
60 岁了， 又住在 5 楼， 背着老伴上
医院没有两个帮手是不行的； 到了医
院还要挂号、 交费、 等医生或护士，
半天都忙不过来， 这样搬来搬去又容
易给老伴造成伤害。

“近两年来， 多亏了医生、 护
士轮番上门帮忙， 我心里很是过意
不去， 现在只要网上一约， 护士就
到家， 我就不再感到无能为力了，
这样既减轻了我的负担， 又省了往
返医院的折腾和痛苦， 刚才护士还
教给我相关护理知识， 真是谢谢她
们。” 曾女士感激地说。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成
沛玉表示， 该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
院， 又是健康集团的领航单位， 还
是省优质护理示范医院， 对护理人
员一向高标准、 严要求， 努力做到
“病人、 政府、 社会” 三满意。 原来
该院对出院康复期病人的护理， 是
由医护挤用工作日间的碎片时间或
者是医护人员的业余时间来完成，
但往往因参与人员少 、 临时性安
排， 导致服务很难做到及时、 周到，
由业余时间免费完成， 遇上不满意
也不便追责， 很难做到病人及家属
长期稳固满意 。 国家卫健委推出
“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后， 该院
积极参与试点行列， 利用平台为病
人提供方便、 快捷服务， 同步为医
院反馈服务质量， 便于医院对 “病

人” 满意度的了解。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于 7 月 23

日正式启动 “互联网+护理服务” 项
目后， 曾女士当天就获知此消息，
她便于次日上午 11 时点开了手机
APP， 在手机微信上关注 “湘潭市第
一人民医院服务平台”， 通过微信在
线下单， 预约护士上门服务。 该院
护理部副主任尹姣通过平台反馈得
知陈驰的上门服务评价为： 技术娴
熟， 两项插管一步到位， 是一名合
格的“互联网+护理服务” 护士。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璐 钟喆） “经过半个
月的康复， 我又重新回到了生活的正轨。” 7
月 27 日， 陈先生庆幸地说。 脑干长期以来被
称为脑部手术的 “禁区”， 而他所患的延髓肿
瘤切除， 更是 “世界难题”。 近日， 湖南省肿
瘤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勇闯 “禁区”， 成功手术，
让他重获新生。

来自怀化的陈先生是一名年轻的交警。 近
期， 他突然出现头昏、 头痛， 且症状日益加重，
严重影响到正常工作。 经当地医院检查， 诊断
为延髓肿瘤。 陈先生跑遍北京、 上海多家大医
院， 被告知延髓肿瘤位于 “生命禁区”， 手术风
险极大， 术中极易出现呼吸、 心跳骤停等情况。

近乎绝望的陈先生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
湖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就诊。 该科主任何正
文博士对其病情进行了仔细诊断： 陈先生的肿
瘤个头虽然不是很大， 但如果不手术， 肿瘤再
长大就会侵犯管理呼吸和心跳的中枢， 类似一
颗不定时 “炸弹”， 随时有生命危险。

何正文介绍， 脑干是重要的生命中枢， 延
髓是呼吸和循环中枢， 延髓-高颈段髓内肿瘤一
度被认为是手术禁忌， 手术死亡率接近 100%。
不过， 近年来， 随着神经外科显微手术技术、
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 延髓肿瘤手术有了可能。

经过周密的术前准备， 由何正文主刀， 为陈
先生在全麻下行经延髓肿瘤切除术。 经过 8个多
小时紧张而精细的手术， 成功完整切除肿瘤。 术
后核磁共振显示， 肿瘤已被完全切除。 陈先生术
后没有明显不适， 也没有神经功能缺失。

������本报讯 （林洛頫） “感谢
政府的关心， 没有尘肺病救治
救助政策的实施， 我估计早就
活不下去了。” 近日， 益阳市
安化县 48 岁的尘肺病农民工
吴广林 （化名） 表示， 因治疗
尘肺病他们家已一贫如洗， 几
年前 70 多岁的父亲还在打工
挣钱给他治病， 2017 年后这种
情况已有效改善， 建档立卡贫
困户看病治疗全部免费。

湖南尘肺病患者人数较
多， 有的因尘肺病而致贫、 返
贫 。 为了解决他们的实际问
题， 湖南在全国创新提出提高
医保报销比例、 降低医疗总费

用、 实施财政专项救助的 “一
提一降一助” 举措， 为脱贫攻
坚补上 “短板”。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
张贻瑞主任医师介绍， 湖南在
全国创新提出提高医保报销比
例、 降低医疗总费用、 实施财
政专项救助的 “一提一降一
助” 举措。 该举措将尘肺病救
治救助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单病
种付费， 提高报销比例至 65%
以上 ； 通过出台临床诊疗规
范， 明确基本医疗救治救助对
象、 诊断依据、 临床路径、 治
疗方案， 降低医疗总费用； 设
立 5500 万∕年的专项救助资

金， 对患者自费部分实行报销
补助 ， 最终只有 7%的费用由
患者自己承担。

湖南通过在全国率先开展
尘肺病临床诊断， 建立尘肺病医
疗救治医联体， 在全省范围内设
立 43家定点医院就近收治患者。
尘肺病系列政策在湖南成功实施
3 年来， 惠及 2 万多尘肺病农民
工群体， 救治救助 45763 人次，
患者医疗次均自费仅 419元， 省
内实现了应诊尽诊、 应治尽治，
有效避免了尘肺病家庭因病致
贫、 因病返贫， 并成功探索出政
府部门、 防治机构、 社会大众
共同发力的 “湖南模式”。

网上预约 上门护理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启动“互联网+护理服务”

抗疫“结缘” 再回黄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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