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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郴州资兴市中医医院组织
医疗专家团队走进社区， 免费为市民
提供健康咨询和义诊服务。 图为医院
针灸推拿康复科护士为老奶奶做耳穴
压豆治疗， 帮助老奶奶改善睡眠。

通讯员 黄桂山 曾敏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宁振中
谢磊) 9 月 8 日， 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
邵东市疾控中心检验科主任唐
志伟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在今年邵东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中， 邵东市疾控中
心是疫情防控的先锋队， 唐志
伟所在检验检测组承担着各个
阶段繁重的 “排雷” 任务。 他
率领队友克服困难， 共计完成
重点人群核酸采样检测 1.6 万人
次， 到邵阳市检测机构送样 300
余次， 完成血清抗体采样检测
1700 人次。

在阻击疫情最初的 20 多天
里， 唐志伟每天 2—3 次穿着厚

重的防护服， 进入邵东市人民
医院隔离病房采样收样， 再与
同事马不停蹄地赶到邵阳市检
测机构送检， 来回一趟往往需
要 4 个小时， 平均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

由于防控措施得力， 邵东
市的疫情在 2 月下旬得到控制，
3 月初， 邵东市复工复产复学。
唐志伟担负着对重点人群的采
样培训和组织采样工作任务 ，
带领队友们深入到乡镇 (街道 )
防控工作人员、 企业员工、 敬
养老院、 精神病医院及隔离观
察人员进行采样送检。

因任务大 、 时间紧 、 人员
少， 他常常早出晚归， 最多的
一天他驱车跑了 5 个乡镇， 采

集 800 份核酸标本。 因为要不
断更换防护用品， 鼻梁被 N95
口罩金属条磨出了血痕， 结痂
好长时间才恢复 。 短短半个
月， 他完成采样送样 5200 余人
次。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
唐志伟没有放慢脚步， 没有脱
下防护服， 而是与队友负责所
有从境外和中、 高风险地区返
邵人员的采样检测任务， 每天
都要到隔离酒店去采样。 他还
在实践中探索 “混检法”， 即多
个标本置于同一采样管中混
匀， 进行混合检测， 大大提高
了检测效率和节约了检测成
本， 其检测效果获得了上级专
家的肯定。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伦 罗邵陵) 9 月 8
日下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妇产科生殖
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施晓波教授在邵东市妇
幼保健院开展 《临床解读性激素六项》 专
题讲座， 邵东市妇幼保健院 80 余名医护人
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讲座现场， 施晓波教授结合丰富的临
床经验， 从女性生殖特点、 性激素检查的
临床意义入手， 详细讲解了妇女内分泌失
调、 更年期保健、 孕早期保健、 青春期保
健等女性健康问题。 互动环节， 学员们积
极提问， 将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妇产科疾病
问题向施晓波教授进行求教， 都得到了解
答。 学员们纷纷表示， 学到了知识， 并对
施晓波教授的耐心授课予以感谢。 通过培
训， 为医院临床医护人员带来了前沿的医
学知识， 拓宽了专业知识面， 进一步提高
了医护人员呵护女性健康的能力。

近年来， 邵东市妇幼保健院高度重视
医疗服务质量建设 ， 以提升群众满意度 、
获得感、 幸福感为目标， 狠抓医疗业务水
平， 千方百计引进先进技术， 不断提高妇
幼保健水平， 努力为全市妇女儿童健康保
驾护航。

义诊服务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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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 胡春宏是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肿瘤中心的创始人、 学科
带头人， 20 多年来， 服务病人
数以万计， 但医院并无关于他
的医疗差错及投诉。 他多次被
评为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的
优秀共产党员 、 优秀教师和
“十佳主任医师”； 2016 年在湖
南省委宣传部主持的网络评选
中获 “医者仁心” 奖。

疫情就是命令
我是医师要出征

在 2020 初开始的抗击新冠
病毒战斗中， 胡春宏作为肿瘤
中心重量级专家， 始终把自己
当作一线医务人员， 时刻准备
到抗疫一线参战， 他是医院首
批志愿报名一线抗疫的医师 。
大家被他的精神鼓舞， 医院最
终决定， 安排他所在科室的 10
位同志前往武汉。 长沙开展抗
疫后， 医院安排胡春宏负责坚
守肿瘤中心， 他动员留守的同
志坚决执行防控措施， 结合本
科实际制定具体方案， 不仅保
证了医务人员、 病人无疫情发
生， 还保证了整个疫情期间肿
瘤病人按时接受治疗。 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 他还充分利用
微信、 公众号、 广播、 网络直

播、 学术杂志等平台为社会大
众传播正确抗疫知识， 对缓解
社会恐慌取得了较好效果。

战时的勇敢源自平时的坚
守和付出。 胡春宏每年定期深
入基层县级医院和乡镇， 给予基
层医疗机构医疗帮扶， 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给基层医务人员和群
众。 2017 年以来， 先后与贫困
县如平江县人民医院肿瘤科、 麻
阳县人民医院肿瘤科、 祁阳县人
民医院肿瘤科、 慈利县人民医院
肿瘤科、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肿瘤
科等边远地区建立紧密型专科医
联体， 定期到基层门诊看病， 并
对当地专业人员进行培训。 走访
了溆浦县大江口镇、 革命老区会
同县的肿瘤病人， 并进行义诊，
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广泛
赞誉。

奋斗 25年
让肿瘤技术飞速发展
抗击疫情和送关怀到基层，

是胡春宏在 25 年前就在心里种
下的报国种子。 1995 年底， 正
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博
士学位的胡春宏突然接到通知
需要他回院筹建肿瘤科， 他毫
不犹豫地服从安排中断学业 ，
立即回院， 此后 25 年把全部精

力投入这项工作。
在胡春宏的带领下， 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肿瘤中心 （原
肿瘤科） 历经 20 余年的飞速发
展， 目前已成为湖南省综合医
院中较大的综合肿瘤治疗中心
之一。 每年收治病人 11000 余
人， 日间病房 2000 余人， 门诊
服务 8 万余人。 开设四个住院
病区、 家庭病床区、 日间化疗
区等六个病区及放射治疗、 热
疗、 氩氦刀冷冻消融及细胞生
物治疗四个治疗中心。 在省内
率先倡导恶性肿瘤的 MDT 诊疗
模式 ， 牵头成立了胸部肿瘤 、
胃肠道肿瘤、 泌尿生殖系统肿
瘤、 头颈部肿瘤等多个多学科
协作团队， 每年为数以千计的
肿瘤患者提供 MDT 服务。

胡春宏领导的肿瘤中心是
湖南省最早的临床肿瘤学博士
学位授予点 ， 他本人培养博
士、 硕士研究生 80 余人， 进修
医生及住院医生培训学员 110
余人。 2017 年胡春宏还牵头成
立了湖南省医师协会肿瘤医师
分会学术团体并担任首届会长，
为全省的临床肿瘤专业学术推
广做出了较大贡献。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坚守肿瘤防治一线
———访肿瘤专家胡春宏教授

���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小玲 杨万根 刘亚非)
9 月 3 日，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召开 “全
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创建工作动
员大会和业务培训会议， 对新晃 “创国优”
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业务
培训。

会议强调， 新晃争创新一轮计生 “国优
县”， 进一步加强对全县人口检测预警、 促
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稳步发展新晃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 不断
完善计划生育家庭扶助保障制度， 加强计划
生育、 计生协机制和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全
县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能力和水平。

据了解， 2012 年、 2016 年， 该县连续
两轮成功争创计生 “国优县”， 计生服务管
理水平获得大幅提升， 全县广大侗乡群众获
得感、 幸福感明显增强。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9 月 8 日上午，
为倡导科学、 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
升乡镇居民的自我保健意识， 湘潭市第一
人民医院特派出国医馆负责人罗瑞林等专
家一行 18 人， 来到谭家山煤矿俱乐部， 与
谭家山煤矿职工医院联合开展了以 “关注
基层健康、 传播防病知识” 为题的义诊活
动， 受到村民欢迎。

当日， 正值镇上赶集， 前来咨询与义诊
的村民络绎不绝。 专家们经过 3 个多小时义
诊忙碌， 共为 178 位村民进行了体格检查及
咨询服务 ； 为他们进行了血糖 、 血压 、 B
超、 肺功能等 4 项检测， 发现有 55 名村民
身体异常。 专家们分别对他们作出了初步治
疗， 为他们进行生活指导， 并赠送了 《保健
手册》 和 《健康处方》 158 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