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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今日本报 04版《我更愿意看到新生的希望》

湘雅二医院向大雄荣获第六届湖南省省长质量奖

详见 05版

������本报讯 （通讯员 罗世林） 11
月 16 日， 湖南省质量大会在长沙
召开， 7 家企业、 1 名个人荣获第
六届省长质量奖， 8 家企业获得提
名奖。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向大雄
凭借 “建立了医院药学管理标准化
与药物咨询专科化全方位质量服务
体系”， 荣获第六届湖南省省长质
量奖， 作为此次唯一获奖的个人上
台领奖。

为适应国家新医改并落实国家
卫健委关于 “推进患者用药安全”，

切实做到 “以病人为中心的全方位
药学服务” 要求， 向大雄带领该院
药学部团队创新性提出并创建实施
了 “新型医院药学质量管理 SAFE-
CARE 体系 ” 和 “ IM3S 质量管理
体系”， 成立药品质量与临床用药
监测办公室， 实行三级质控体系，
全面促进了医院药学学科建设， 提
升了药事管理和药学服务水平和能
力。 在向大雄的大力推动下， 湘雅
二医院启用数字智能化药房， 打造
“智能药柜 ” ， 实现院内药品 GSP

规范智能化管理， 无一例假劣药品
出现， 保障了患者的用药安全； 增
设药学门诊， 药师积极参与临床用
药会诊， 让患者得到及时合理的药
物治疗； 成立全国首个 “临床药学
专科医联体”， 并主导获批 “湖南
省药师技能培训中心”， 为医院药
学管理质量经验下沉基层建立资源
共享联通体系 ； 打造以 “湘雅精
神” 为核心的用药质量及安全文化
并贯穿于科室制度与管理体系建设
中， 形成了以患者用药安全为中心

的质量价值观， 赢得了业界的广泛
肯定。

设立于 2010 年的湖南省省长质
量奖， 是湖南省政府在质量领域授
予各类组织和个人的最高荣誉。 该
奖主要授予在湖南省登记注册、 有
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实施
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质量管理水平
和自主创新能力在国内同行业处于
领先地位、 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单位， 以及为湖南省质量
振兴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本报讯 （王倩） 11 月 15 日，
由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组织编写的 《中国肝癌多学科综
合治疗专家共识 》 在 2020 中国
肿瘤学大会期间发布 。 该 《共
识》 整合了肝癌联合治疗策略中
的最新进展， 用于指导全国各级
医院逐步建立肝癌多学科诊疗模
式。

《共识 》 提到 ， 肝胆外科 、
普通外科、 消化内科、 传染科等

科室都可收治肝癌患者， 而多数
医院尚未建立起科室间的合作和
转诊渠道。 同时， 肝癌治疗个体
差异大， 单一科室提供的诊疗技
术难以取得最佳疗效。 中国抗癌
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脏外科
主任陈敏山教授指出， 由于我国
各地医疗资源发展不平衡和医院
发展差距较大， 使得对多学科诊
疗认识存在着差异。 解决当前的

困境， 应该逐步推广多学科诊疗
模式， 在规范化基础上为患者制
订精准化、 微创化、 个体化的临
床诊疗方案， 改善患者总体生存
状况。

《共识》 提出， 肝癌多学科诊
疗应该涵盖肝胆外科、 影像诊断
科等， 根据肝癌分期来为患者选
择合理的诊疗方案。 《共识》 对
不同分期肝癌如何开展多学科综
合治疗提供了规范化诊疗建议。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鑫达 邓华 ）
“以前走路或者去菜市场买菜经常出现
头晕、 眼前一黑等情况， 严重时有一
次晕倒在地， 不省人事， 从此再不敢
独自外出。 经过手术后， 现在我不仅
心率正常了， 慢跑也不成问题啦！” 家
住郴州资兴市的黎女士满意地说。

11 月 16 日， 黎女士要出院了， 她
和女儿一起来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内科四区， 向为她实施手术的心内
科四区主任彭彬博士团队和护士们表
示感谢。 这是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成
功实施的首例无导线起搏器 （Micra）
植入手术。

50 岁的黎女士因一年内晕厥 2 次
入住该院， 被确诊为 “病态窦房结综
合征 ”。 该院心内科四区主任彭彬博
士团队充分评估患者病情和完善术前
准备 ， 并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后 ，
决定实施 Micra 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手
术。

彭彬表示， 从提出 Micra 手术到手
术成功完成不足 48 小时， 充分体现了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多科室高效协作，
以及一切为患者考虑的优良作风。 Mi鄄
cra 无导线起搏器又叫 “胶囊起搏器”，
与传统心脏起搏器相比， 无导线起搏
器不用在胸前 “开口子”， 而是通过静
脉穿刺， 把小小的起搏器从血管里送
到心腔内部 ， 具有无切口 、 无伤疤 、
术后恢复快的优势， 减少了创伤与感
染风险 ， 在植入后几乎没有异物感 。
特别适用于无理想静脉通路、 起搏比
例不高、 高龄、 有美容需求的患者。

��������郭海春， 主任医师、 长沙
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兼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部部长、 生殖医学
中心主任。 中国妇幼保健学会宫
腔镜学组青年委员、 中国妇幼保
健学会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微创专
业委员会青年常务委员、 湖南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性与生殖健康专
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长沙市腔镜
质控中心委员、 长沙市中西医结
合生殖医学会委员。 曾获国家卫
健委“2019 年进一步改善医疗
服务典型个人” 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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