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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邵阳邵东市人民医
院普外二科 （肝胆外科） 团队
分 3 步成功切除了 1.5 千克的
巨大肝脏肿瘤。

今年 45 岁的罗先生， 20
多岁时便查出患有乙肝， 他想
着自己年轻， 身强力壮， 便没
有放在心上， 更没有去医院检
查和治疗 。 直到最近出现腹
痛、 饮食差， 才到邵东市人民
医院就诊。 经检查发现， 他的
右肝里面长了个大肿瘤， 占据
他全部肝脏的一半还多， 遂入
住该院普外二科 （肝胆外科）
手术治疗。

普外二科主任尹志彬接诊
后高度重视， 带领团队详细分
析、 讨论病情， CT 检查显示，
罗先生右肝肿瘤大小约 16x18

厘米， 若一次手术切除， 需切除
整个右半肝 (约占整个肝脏解
剖生理功能的 60%—70%）。 罗
先生患乙肝多年， 肝脏受到不同
程度的损害， 不能完全耐受手
术； 若不切除， 肿瘤会越长越
大， 压迫其他脏器， 甚至破裂引
起大出血， 将危及生命。 反复多
次讨论后， 大家一致认为： 实施
肝切除手术是最佳方法。

尹志彬认为， 对于晚期肝
癌患者， 没有手术切除条件，
我们能不能创造条件， 先将病
肝控制起来， 一方面不让癌细
胞乱跑， 另一方面又不让肿瘤
再长大， 甚至 “饿死” 肿瘤，
同时让其他好的肝脏部分长大
长肥， 最终达到切除条件。

在征得患者家属的同意

下， 在罗先生入院的第 5 天，
尹志彬带领手术团队为他实施
了腹腔镜胆囊切除+门静脉右
支结扎术。 入院第 10 天， 介
入科龚云辉主任为罗先生实施
了肝右动脉栓塞术。 经过两次
手术治疗后， 复查 CT 发现肿
瘤部分萎缩、 坏死， 正常左肝
明显增大 ， 各项生理指标显
示， 切肝条件成熟。

经过充分准备后， 在罗先
生入院的第 19 天， 在麻醉科
和手术室的协助下， 尹志彬带
领手术团队成功为罗先生实施
了右半肝切除手术， 手术过程
顺利 ， 切下的右肝肿块重达
1500 克， 堪比 “西瓜”。 术后
罗先生恢复良好。

本报通讯员 刘金春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燕舞
刘织平） 7 月 23 日， 国家卫
生健康委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专家第九组组长王湘生， 湖
南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处、 体改
处相关工作人员一行来株洲醴
陵市调研县域医共体建设。

调研组首先来到醴陵市四
医院 （泗汾镇中心卫生院） 紧
密型医共体单位孙家湾镇卫生
院， 了解该院基本医疗、 公卫
服务、 上下转诊等医共体制度
落实情况。 随后来到湖南师范
大学附属湘东医院， 实地参观
了医共体建设宣传阵地、 信息

化平台、 远程会诊中心等， 了
解该院在医共体建设方面的管
理规划， 并提出指导意见。

在座谈会上， 醴陵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曾敏介绍， 醴陵市
自 2019 年被列入国家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以来， 该
市从 “四个坚持” 入手： 坚持
党政主导， 推动健康行动； 坚
持预防为主， 推动常态防控；
坚持问题导向 ， 推动能力提
升； 坚持群众受益， 推动改革
见效， 全力推动紧密型医共体
建设深入开展， 分级诊疗成效
明显， 基层医疗机构总诊疗达

到 120.6 万人次 ， 同比增长
20.6%， 县域内基层就诊率由
31.2%提高至 71.5%， 县域就
诊率由 88%提高至 93.8%， 基
层发展问题迅速破解。

调研组认为， 醴陵市医共
体建设有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 各部门密切配合， 医改
资源比较丰富、 相对均衡， 公
立医院、 民营医院竞相发展，
创新将社会办医纳入医共体建
设， 促使医疗资源下沉， 形成
分级诊疗制度， 真正实现 “以
治病为中心” 向 “以健康为中
心” 转变。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望溪 成佳力) 7 月 27 日，
笔者从永州市中心医院了解到， 自今年以来， 该
院通过陆续执行国家第一批、 第二批药品集中采
购和使用政策， 采购了国家集采新中标厂家药品
30 余种， 治疗范围覆盖高血压、 肝炎、 结核等
多种疾病。 集采后的药价明显降低， 大部分药品
降幅达 90%以上， 较大减轻了患者的药费负担，
让患者享受到 “国家级药品团购” 的实惠。

2020 年初， 湖南省医保局、 省卫健委、 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等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了 “湖南省抗
菌药物专项集中采购” 工作， 永州市中心医院积极
贯彻落实， 更换新中标厂家的抗菌药物品规达 70
余个， 同通用名、 规格的药品， 新厂家的价格较之
前大幅降低，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头孢呋辛
粉针等多种药品降幅达 95%以上， 抗菌药物采购金
额同比下降约 1/3， 药占比下降 2%-3%。

������本报讯 （通讯员 陈静 杨
泽林） 为加强基层计生协干部
队伍建设 ， 7 月 22 日至 24
日， 长沙市计生协举办 2020
年基层能力建设培训班， 长沙

市计生协专职副会长陈刚出席
培训班并作动员讲话。

本次培训班围绕社会治
理、 公共卫生、 公文写作等主
题， 开设 《社会治理创新与社
会工作》、 《创新公共卫生管
理与服务 ， 打通 “最后一公
里 ”》、 《摄影技巧与公务拍
照》、 《实用公文写作能力提
升》、 《新媒体内容生产与推
文写作》、 《巴林特小组在计
生协专职工作人员人际沟通和
群众调解中的应用》 等多项课

程， 邀请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
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等多位
专家授课辅导。

培训过程中， 学员们联系
工作实际， 认真思考， 交流经
验， 积极踊跃参加讨论和交流
发言。 学员普遍反映通过这些
别开生面的课程学习， 大家深
受启发， 受益匪浅。

来自长沙市各区、 县 (市)
计生协会副会长和秘书长、 各
乡镇 (街道) 的计生协干部共
200 余人参加培训。

�������7 月 22 日， 郴州市卫生
健康委组织医疗服务队， 深
入该市北湖区保和瑶族乡月
峰墟开展“送医服务下乡·关
爱百姓健康” 义诊活动， 为
瑶乡百姓提供卫生健康宣传、
咨询、 义诊等系列服务。

通讯员 黄桂山 周永秀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李小静 朱孝勇） 7
月 24 日， 由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
院组成的评估专家组到郴州市汝城县中医医院，
进行 “十三五” 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现场
评估验收。 评估组专家一致认为， 汝城县中医医
院中医药特色优势明显， 中医诊疗方案运用广
泛， 疑难病例管理及诊疗行为规范， 中医优势病
种诊疗技术应用较好， 并就进一步加强专科建设
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据悉， 汝城县中医医院骨伤科、 针灸科、 风
湿科自确定为湖南省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以
来， 该院制定专科建设规划和各年度工作计划，
各科室注重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积极开展学术交
流活动以及省市科研项目， 同时积极开展新技
术、 新业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海峰） 7 月 24 日， 衡阳
常宁市卫健委组织举办 2020 年预防接种人员知
识培训班， 涉及 《预防接种工作常见法律风险与
防范》、 《2020 年预防接种岗前培训》、 《乙肝
防控》、 《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化管理与国家免疫
规划程序解读》 等多方面的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是疾控中心接种门诊管理权限划转
至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后， 预防接种管理体制变化
的培训会。 培训会上， 常宁市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分
别从预防接种服务、 儿童免疫接种程序和入托入学
预防接种证查验填报流程等内容对参会人员进行培
训。 此次培训内容既有基础理论知识， 也有新法
规、 新政策要求。 培训会后， 对所有参会人员进行
了测试， 成绩合格者颁发 《预防接种上岗证》。

“饿瘦”巨大肝脏肿瘤再切除
邵东市人民医院

送医服务下乡
关爱百姓健康

������本报讯 （通讯员 左振华） 近日 ， 株洲市
攸县人民医院心理咨询师余芳来到华昌公交公
司， 为公司 100 余名公交车驾驶员开展心理辅
导培训， 帮助他们提高心理健康认识， 掌握心
理保健方法， 从而进一步促进道路交通安全 ，
守护公共交通生命线。

辅导现场， 余芳以 《且行且珍惜》 为主题，
向全体驾驶员讲解了健康与心理健康， “路怒症”
概念及行为表现， 什么是压力以及压力对我们的影
响等知识， 并传授了科学缓解压力的方法和排解压
力的小技巧， 帮助广大公交车驾驶员平衡身心， 放
松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