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红斌 文海
燕） 前不久， 家住湘潭市雨湖区
的李女士带着 4 岁的孩子贝贝
（化名） 来到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口
腔门诊， 因为几个月来她发现贝
贝的上排牙齿越来越突出， 已经
成为 “小龅牙” 了。 该院口腔科
副主任医师刘湘浩接诊后， 通过
数字化口腔全景 X 光机对贝贝的
口腔进行拍摄检查， 发现贝贝是
因上颌前牙区受外力撬动， 使上
颌骨前突造成了龅牙。 原来， 李
女士图省事， 长期给孩子用奶瓶
喝牛奶、 喝水， 甚至没事也让孩

子含着奶瓶玩， 最终导致了这种
结果。

“好在家长发现得早， 孩子
也将进入换牙期。 这时只要让孩
子戒掉奶瓶， 适当进行早期矫治，
龅牙问题就会有所好转。” 刘湘浩
介绍， 现在有不少孩子由于家长
的忙碌、 忽略等， 养成了一些不
良习惯， 如吮手指、 咬笔头、 咬
下唇、 吐舌头等等。 如果长期得
不到制止和纠正， 久而久之， 易
使孩子形成龅牙 、 反颌 （‘地包
天’）、 牙齿生长不齐甚至颌骨畸
形等， 如孩子骨骼发育定型以后

再去治疗， 就是有创伤性的手术
了。

通过高科技成像对有口腔问
题的孩子仔细检查， 可以对刚露
苗头的疾患进行早期矫治。 数字
化口腔全景 X 光机所生成的口腔
全景片及头颅正、 侧位片， 可完
整清晰地呈现全口牙齿 、 牙周 、
牙槽骨 、 颅骨 、 颌骨 、 上颌窦 、
鼻腔、 双侧颞颌关节、 下颌神经
管的形态、 位置、 软组织侧貌等
图像 ， 有助于医生检查 、 分析 、
判断病情， 开展及时、 正确的诊
断， 进而进行有效治疗。

本报专访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紫寒 董日方）
“童主任就是我心目中的 ‘神医’， 他
改变了我的命运！” 近日， 在娄底市
中心医院二十五病室 （骨科）， 53 岁
的曾女士饱含真情地说道。 43 年前，
曾女士因一次骨折没有及时医治， 导
致之后大半辈子都在跛行和疼痛的折
磨中度过， 如今， 该院二十五病室
（骨科） 主任童作明用高超的医术为
曾女士解除病痛， 使其像正常人一样
行走的愿望不再是梦。

43 年前， 年仅 10 岁的曾女士因
摔跤不幸股骨颈骨折， 因家庭条件等
原因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之后的几
十年来， 她不得不忍受着跛行、 断骨
处疼痛和别人的异样眼光。 随着年龄
的增长， 曾女士髋部疼痛更加严重，
她这才下定决心到该院接受治疗。

童作明为她检查时， 发现因多年
延误诊治， 曾女士的右股骨头已经形
成了扭曲的 “假关节”， 肌肉软组织
挛缩成一团， 整个骨头也短缩了将近
6 厘米 ， 大大影响到多髋关节的行
走。

明确诊断后， 童作明带领团队为
曾女士行右侧陈旧性股骨颈骨折髋关
节置换术， 将股骨髓腔的生理弯曲拉
直， 松解了多年来紧紧粘黏挛缩在一
起的肌肉、 软组织和神经。 髋关节旋
转中心的功能得到恢复后， 曾女士的
髋关节活动能力能够得到大大提升，
专家们还为她将骨头拉长了 3 厘米左
右， 帮助她恢复了肢体长度， 这样从
外观上来看， 曾经的跛行后遗症也一
扫而空。 术后几天， 曾女士就可以扶
着助行器慢慢练习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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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院长、 医院掌舵人， 更
是一名群众信赖的医生。 每天清
晨， 医院的行政走廊就已挤满了
找他看病的患者， 为了让患者尽
早获得诊治， 这位医者每天都要
提前 1 个小时上班， 而作为医院
负责人， 他还要在 8 点准时在行
政交班会上安排当天医院工作 。
“当院长 、 做医生 ， 任何时候都
要把患者的利益放在心上， 患者
至上， 服务第一。” 这是这位医
者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就是常
德市临澧县中医医院院长、 党委
副书记李小平。

李小平在医院大会小会上经
常告诫医院同仁 ： “医生一职 ，
关乎生命 ， 容不得半点疏忽 。 ”
在医院， 李小平负责全院近 70%
的心血管疾病的会诊， 数次参与
全院急危症大抢救， 率先在临澧
县级医院开展了急性 ST 段抬高
心肌梗塞的溶栓治疗、 室性心动
过速的电复律治疗、 快速型室性
心动过速、 中心静脉导管引流大
量心包积液的治疗。

十九年如一日， 李小平坚持
每天医疗查房， 几乎每周末以相

关领域学术委员的身份参加各类
学术交流。 任职院长后， 每天来
医院找李小平看病的患者依然很
多， 经常是把他的办公室围得水
泄不通 。 为了满足患者的需求 ，
李小平坚持每周一至周六上午在
门诊三楼心血管内科门诊为患者
诊治。 他的服务态度热情， 诊疗
规范 ， 从不开过度的医疗检查 ，
也不开大处方。 正因如此， 患者
对李小平非常信任和依赖， 一有
事情， 就会想到他， 周末、 节假
日加班出诊是常态。

今年 9 月， 临澧县太浮镇百
草村的田木林老人因风湿性心脏
病发作， 出现恶心、 呕吐、 气急
心衰的情况， 田木林老伴因中风
偏瘫多年， 无法送其就诊， 情急
之下， 她拨打了常年为他们二老
诊治的李小平的联心卡电话。 不
到 20 分钟 ， 李小平便驾驶自家
车从 20 公里外赶到了田家 ， 对
田木林进行紧急对症处理后， 李
小平将田木林送到临澧县中医院
住院治疗直到好转。 田木林逢人
便说： “这几年如果不是李医生
的专心诊治， 我和老伴早不在人

世了。”
作为一院之长， 李小平以创

建三甲医院为契机， 全面提升医
院的硬件设备、 医疗水平， 推动
医院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在李
小平的带领下， 去年 9 月， 临澧
中医医院创建医疗集团， 率四新
岗、 合口镇、 余市镇 7 家分院上
下凝聚合力， 有的放矢， 选准工
作突破口 ， 创建工作齐头并进 ，
相得益彰， 为全县人民生命健康
撑起半边天。

李小平不仅是全县医疗尖子，
在政治理论学习、 医院管理上也
是首屈一指， 2020 年 7 月撰写的
《认真学习政治理论， 努力践行初
心使命》 一文在中国区域经济杂
志社、 当代改革文库丛书编纂委
员会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

历史前行的脚步铿锵有力 ，
美好的未来近在咫尺。 “只要牢
记重托 ， 一切为了患者生命健
康， 以忠诚诠释初心， 用奋斗践
行使命， 就一定能奏响昂扬奋进
的新时代强音 。” 这位年轻院长
自信地说。
本报通讯员 石慧 王明义 刘红梅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容 倪慧丽）
长沙 20 岁的小王在家上网学习练腹
肌一月后出现腰背痛， 刚开始以为
是过度锻炼引起的肌肉酸痛， 直至
一月后出现跛行、 腰背痛难忍才由
家人陪伴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就诊。 该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王
军看诊后诊断小王为腰椎间盘突出
症， 在局麻下为小王进行孔镜下髓
核摘除术， 术后一周小王康复出院。

王军介绍， 腰椎间盘在脊柱的
负荷与运动中承受强大的压力。 大
约在 20 岁以后， 椎间盘开始退变，
这便构成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基本
病因。 此外， 腰椎间盘突出症还与
外伤、 重体力劳动、 遗传因素有关。
在椎间盘退行性变的基础上， 某种
可诱发椎间隙压力突然升高的因素
导致本来属于游离状态的髓核穿过
已变性、 薄化的纤维环进入椎管前
方或穿过椎板侵入椎体边缘处。 例
如 ： 咳嗽 、 喷嚏 、 运动姿势不对 、
妊娠等。

王军提醒， 锻炼身体需选择正
规场所及专业教练， 切勿因不正确
锻炼方式造成自身损伤。

������� 9 月 19 日是全国科
普日， 永州市江永县科
协、 卫生健康局、 教育局
等部门联合举办“决胜全
面小康、 践行科技为民”
主题活动， 科普志愿者走
进学校， 开展科普知识宣
传， 为广大师生送上“科
普大餐”。 图为当天， 江
永县人民医院 120 急救中
心医生向该县第一小学孩
子们讲解急救知识。
通讯员 田如瑞 摄影报道

一切为了患者的生命健康
———记临澧县中医医院院长李小平

全国科普日
孩子学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