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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陈鹏欧阳鹏辉
李丽君) 近日，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骨科门诊诊室外排起了长队， 与门
外嘈杂不同， 安静的骨二科门诊室
内， 科室主任李杨正在为一位患者
详细地讲解治疗方案。 急促的敲门
声和患者痛苦的呻吟声打破了诊室
内的谈话， 在外候诊的郭女士因为
站立过久， 双髋疼痛难忍， 不得已
敲门要求提前就诊。 李杨优先接诊
了艰难行走、 疼痛难忍的郭女士。

据了解， 早在 10余年前， 44
岁的郭女士就出现双侧髋部疼痛，
当时疼痛不明显， 可以忍受。 近一
年来疼痛加剧， 下地行走疼痛难
忍， 严重影响了郭女士的生活质
量， 四处求医未果， 最后来到湘南
学院附属医院寻求治疗。

李杨详细询问郭女士病史及体
查发现： 郭女士的双手各指屈曲
畸形， 指关节活动功能受限， 关
节处肿大。 双侧膝关节稍外翻畸
形， 双踝关节外翻。 双膝关节处
于半屈位， 无法完全伸直， 双髋
关节外展、 外旋、 内旋及内收功
能受限， 且活动时剧烈疼痛。 根
据影像学资料及体查， 最后确诊
郭女士为 “双侧髋臼发育不良并
股骨头坏死”， 病情很严重， 如果

不进行手术郭女士很可能会失去
行走的能力。

鉴于患者情况特殊， 李杨带
领骨科团队会同麻醉科等相关科
室， 制定了详细周密的手术方案。
因患者病情长、 体质差， 充分评估
手术风险、 术后管理的难度及患
者术后恢复的时间及程度后， 最
终决定为其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
下行 “同期双侧全髋关节置换术”。

经过完善的术前准备， 手术
仅在郭女士髋部前方切开一个几
厘米左右的小切口， 极大程度地
减少对患者臀部肌群的离断， 减
少术中出血量， 尽可能地保护关
节周围软组织避免术后关节脱位
等并发症的发生。 手术仅用 2个小
时便顺利完成。 在医护人员的精
心照护下， 郭女士术后恢复情况
良好， 疼痛消除， 术后第 1周郭女
士即可扶助行器下床活动。

据李杨介绍， 髋臼发育不良的
原因大体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患者
先天髋臼发育不良， 幼儿时期症状
不明显， 成年后髋关节疼痛呈进行
性加重， 第二种是由于患者患有小
儿麻痹症等疾病， 治疗不及时出现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 髋关节脱位预
后不良等原因导致患者髋臼与股骨

头之间无法完全契合。 股骨头坏死
是各种病因引起的股骨头变形、 塌
陷所造成的髋部疼痛、 畸形、 活动
受限等一系列症状的疾病， 其病因
主要为发育性髋臼发育不良、 外伤、
酗酒、 长期应用激素等。

此次为郭女士进行的双侧全髋
关节置换术与其他患者进行的单侧
全髋关节置换术相比， 双侧全髋关
节置换手术时间更长， 发育性髋臼
发育不良手术难度更大， 术后合并
感染、 脱位、 残留疼痛的风险也更
大， 因此， 要求术者的手术操作水
平非常高、 非常熟练， 尽量缩短手
术时间。

术后康复是关节置换术后的重
中之重， 是关节功能得以满意恢复
的关键。 术后双下肢行皮牵引或穿
丁字防旋鞋保持外展中立位， 或选
用 T型垫放置于两腿之间， 防止屈
髋、 内收内旋。 术后 1天可做踝关
节、 足趾屈伸和股四头肌等长收缩
运动进行功能训练， 以防止血栓形
成等并发症及功能训练， 术后 1周
左右即可扶助行器下床活动。

20余年来，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骨科团队完成了髋关节置换手术数
千台， 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无一
例并发症及后遗症出现。

为病患解除 10年病痛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同期双侧全髋关节置换术

�������近日 ，
娄底市新化
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 五
官科技术顾

问鄢凯初带领医院分级诊疗办、 感染
科、 120 急救中心等科室专家及业务骨
干前往医共体成员单位———科头乡卫生
院开展医疗业务指导及知识培训活动。
图为新化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护士长阳
姣丽现场示范心肺复苏的操作， 并指导
科头乡卫生院在场医护人员动手演练。

通讯员 黎德华 唐洁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夏雄飞) 近
日， 湖南省计生协服务乡村振兴、
促进家庭健康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县
召开， 会议主要总结、 交流全省计
生协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家庭健
康行动试点工作， 现场观摩长沙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家庭健康做
法， 研究部署下阶段各级计生协服
务乡村振兴、 促进家庭健康工作。
湖南省计生协副会长梁文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
振兴办主任肖建平作授课辅导。

据悉，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的重要战略。 《中国共产党农
村工作条例》 《湖南省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 (2018-2022)》 明确要
求， 要发挥党的群团组织在乡村
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动员组织各
领域资源和力量， 支持农村产业
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 乡风文明
建设、 农村弱势群体关爱等。 各
级计生协组织要把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发挥计生协组织网络优势， 积极
做好加强健康教育服务、 开展幸
福家庭评比、 深化生育关怀行动、
强化项目帮扶工作、 积极参与社
会治理 5项重点工作。

笔者了解到， 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 农业农村行政部门和计生

协组织将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健康中国战略的要求， 上下齐心协
力， 统筹推进服务乡村振兴， 促进
家庭健康工作。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及其相关直属部门加大政策支
持， 提供有力保障， 积极履职尽
责。 各级计生协围绕地方党委政府
的工作部署， 因地制宜制订实施方
案及路线图、 任务书， 抓好工作落
实。 乡镇 (街道) 配齐配强计生协
工作人员， 加强村 (居、 社区) 计
生协会组织建设， 配齐配强村 (居)
计生协会长和秘书长， 建立骨干会
员队伍。

与会同志现场观摩了长沙县金
井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家庭健
康工作现场， 长沙市、 湘潭市、 怀
化市、 宁乡市计生协和长沙县金井
镇、 湘丰村作经验介绍。

�����本报讯 (通讯
员何丽英李雪婷)
近日， 永州市新田
县中医医院组织义
诊医疗队到医共体

单位———三井镇陶岭卫生院开展义诊宣教活动。
义诊现场井然有序， 忙而不乱。 眼科医师在

进行老年性白内障筛查， 骨伤、 外科医师宣讲伤
后自救与互救常识，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在新田中医医院对口帮扶的王玥、 唐成剑为乡
亲们辨识体质， 给予针灸推拿和中医康复指导，
内科医生则根据他们的血压、 血糖和心电图检查
结果， 再结合望闻问切， 给予专业的诊疗意见和
养生保健指导。

“大爷， 血压要经常进行监测， 而且要遵医
嘱服药， 不能随意增减药量哦!”

“好的， 谢谢医生! 你们不辞辛苦冒雨前来
给我们看病， 还免费送给药物， 真不愧是咱老
百姓的健康守护神!” 周大爷在几年前就被诊断
患有高血压， 但一直没引起重视。 听说当天有
县里的专家来义诊， 一早便来到了义诊现场，
在家人的陪同下接受了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以
及心电图检查。 医生根据他的检查结果开了处
方拿了免费降压药， 并详细交代用药注意事
项。 活动当天， 免费发放价值 2000 余元的药
品， 发放各类疾病知识宣传资料共 500余份。

9月 24日， 新田中医医院又在门诊开展免
费挂号义诊一天， 共有 400余名患者享受了挂
号免费。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思琪陈建) 10 月 3 日
10时， 一辆急速行驶的车突然停在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急诊大门口， 只听见车内
家属大喊: “医生救命啊! 医生救命啊!” 该院急
诊科医护人员闻讯赶到， 发现车内患者呼之不
应， 立即给予胸外心脏按压， 同时转入急诊监
护室， 快速建立静脉通路、 吸氧、 心电监护等。
患者此时已经瞳孔放大， 在征得家属的同意下，
值班医生经口气管插管、 呼吸机辅助呼吸。

通过询问家属得知， 患者 33 岁， 既往就
有 “三高” 病史， 不规律服药， 近一月来有胸
闷心悸现象， 近日曾连续熬夜开车 12 小时，
返回家中后又出现腹胀腹泻等情况， 再加上连
续几天的熬夜、 饮酒、 过度疲劳。 经各项检
查， 显示患者酸中毒， 血钾只有 2.8 毫摩尔/
升， 头胸部 CT结果均无异常， 由此医生判断
该患者可能会心源性猝死。

急诊室内医护人员忙碌而有序地抢救， 时
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5 分钟、 10 分钟、 20 分
钟， 距离患者心跳骤停的时间越来越长……患
者还这么年轻， 在场的医护人员谁都不肯放
弃。 在医护人员持续的胸外心脏按压下， 患者
的心电监护终于恢复自主心律， 这为后续治疗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患者由死到生， 瞳孔光反
射渐渐恢复， 神志也在渐渐恢复， 现场医护人
员这才逐渐放松已经紧绷到极限的神经。

该院急诊科主任介绍说， 其实许多病早有
征兆， 越早诊断越早用药， 恢复的效果就越
好， 痊愈率就越高。 相反， 发病时间越长， 看
病越晚， 恢复得就越差， 治愈率越低。 有些年
轻人身体不适， 不及时就医， 凭着年轻体壮想
硬抗过去， 加之节假日期间熬夜、 加班、 暴饮
暴食、 过度疲劳， 常常会引发一些严重的疾
病。 因此建议大家平时生活中要多锻炼身体，
起居规律， 尽量不要熬夜， 不要暴饮暴食， 节
假日期间切忌过度透支身体。

心脏骤停 20 分钟

新田县中医医院

新化县人民医院培训指导乡卫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