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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何草芳 许莉
珺 李丽君) “真心谢谢你们!” 10
月 28 日， 近 70 岁的秦大爷和他
的老伴热泪盈眶， 紧紧握着湘南
学院附属医院脊柱外科主任、 副
主任医师李永斌的手说。

半年前， 秦大爷开始出现双
上肢麻木 、 乏力 ， 今年 9 月初 ，
上肢症状加重 ， 并且行走不稳 ，
已不能自行扣衣服纽扣， 家人们
便把秦大爷送往长沙的大医院治
疗。 秦大爷有冠心病、 高血压病
史 10 余年 ， 经长沙某医院检查
发现 ， 秦大爷左前降支全部堵
塞 ， 严重 CTO 病变 、 右冠及回
旋支严重狭窄， 心功能不全， 行
冠脉支架术未能成功， 于是转往
长沙更好的医院治疗， 经综合评
估秦大爷情况， 因左前降支完全
闭塞、 心功能不全， 麻醉风险过

大， 不敢轻易麻醉。 秦大爷有些
失落， 经朋友介绍， 半信半疑辗
转来到湘南学院附属医院脊柱外
科。

经过一系列的相关检查， 李
永斌发现秦大爷有着严重的后纵
韧带骨化 ， 椎内骨化超过 80%、
重度椎管狭窄、 脊髓严重受压变
性 ， 脊髓神经损伤进行性加重 ，
已出现部分坏死， 若不手术治疗，
有四肢瘫痪的风险。 入院后， 考
虑到秦大爷基础疾病等因素， 在
李永斌的主持下邀请了心内科 、
麻醉科专家会诊， 充分评估后仍
认为患者麻醉风险较大， 但有成
功的希望。 李永斌立即召开了科
室病例讨论， 并与家属进行了详
细沟通， 精心为秦大爷制定了一
整套治疗方案。

10 月 16 日， 李永斌、 石凯明

副主任医师、 王炯主治医生在全
麻下为秦大爷经静脉心脏临时起
搏器植入后行颈后路椎管减压 、
神经根粘连松解植骨融合、 内固
定术， 手术非常成功。 由于秦大
爷高龄、 基础疾病多、 术后的康
复也尤为重要。 护士长王增艳带
领着护理团队精心护理、 耐心开
导， 给予秦大爷无微不至的关怀
和鼓励。 目前秦大爷已自行下地
行走， 恢复良好， 时常能在病房
的走廊上看到秦大爷和老伴相互
搀扶着的身影。

患者的信任， 沉甸甸的责任。
李永斌和护士长带领着脊柱外科
医护团队齐心协力 、 并肩作战 ，
为每一位患者精心制定最佳的治
疗和护理方案， 对患者的疑问与
担忧进行耐心解答和心理疏导 ，
让患者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本报社 ( 通 讯 员 姚俊卿 )
“我们两口子只有一个儿子， 但他
常年在外， 我也没什么特长， 还
好村计生协秘书长请我在猪场做
事， 收入有了保障， 儿子在外也
不用担心家里的生活了。” 11 月
16 日， 永州市新田县骥村镇乌下
村计生户彭井田开心地告诉笔者。

据悉， 该村计生协秘书长谭小凤
筹资 200 余万元， 在村里发展养
猪产业， 带动包括彭井田在内的
20 余名计生户就业致富。

近年来， 永州市新田县计生协
积极引领产业振兴， 乌下村以党员
领办、 协会共建的方式创办致富项
目， 组建专业合作社， 使公司与农
民建立利益共同体， 共同发展、 共
享成果， 发展鸽子养殖、 稻田养
鱼、 养鸡、 养羊、 温氏养猪等规模
养殖，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协会会
员参与到村级集体经济建设， 开展
土地流转和项目管理等工作， 目前
乌下村已经建成 300 亩富硒蔬菜和

800 亩富硒水果种植基地。 村计生
协秘书长带头发展温氏养猪产业，
实行智能化管理模式， 猪舍恒温恒
湿， 布局与生产流程得到优化， 目
前该温室养殖场年出栏生猪 3600
头。 乌下村 “新田县桃花园生态种
植专业合作社” 稻田生态养殖禾花
鱼 50 亩， 养甲鱼 20 亩， 种植有机
稻 30 亩 ， 年收入约达 50 万元 ;
“新田县紫薇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共投资 120 多万元， 种植紫薇 300
亩; “新田县合翔鸽业专业养殖合
作社” 年出栏鸽子近 50000 羽等产
业项目， 全都有村计生协会的积极
参与。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景) 11 月
12 日， 娄底市双峰县人民医院组
织帮扶干部赴该县石牛乡上茶村
开展入户走访活动， 宣讲扶贫政
策， 核算收益情况， 提升扶贫质
量。

该院党委书记贺逍的帮扶对
象黄完全白天在外务工。 每次贺
逍走访时， 都是黄完全的智障妻
子在家 ， 每月一次的走访工作 ，
让这个原本见到陌生人都会不自

在的女主人 ， 现在一见到贺逍 ，
会主动搬凳倒茶。 贺逍问她的评
残补助下来了没有 ， 她点点头 ，
表示已经到位。 孤寡老人龚连英
家用水出了点问题， 贺逍特意去
看望了老人， 并嘱咐驻村干部一
定要立即解决， 不能让老人不方
便。 扶贫对象周建平因妻子离家
出走， 曾一度意志消沉， 但这一
次走访时精神面貌非常好。 原来
他加入了村合作社， 承包的十多

亩水稻获得了丰收， 收割的稻谷
已经卖出去大部分， 因他诚实守
信， 发芽的全部用来喂鸡， 谷子
质量过得关， 剩下的部分稻谷他
也不担心销路。

该院驻村干部对所有的帮扶
对象进行动态管理， 深入宣传扶
贫政策， 并对帮扶人员因各种原
因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 实打实
地上门服务解决困难， 着实提升
扶贫质量。

������本报讯 (通讯员 肖荡 罗介雄) 11
月 16 日， 为严防冬春季新冠肺炎疫
情反弹， 益阳沅江市以 “一纳入、 双
闭环、 三嵌入” 为抓手， 落实落细各
项防控措施， 全力打好冬春季疫情防
控主动仗。

坚持 “一纳入”， 强化组织领导。
沅江市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人任 “双组
长”、 联防联控机制不变， 全面压实
“四方” (属地、 部门、 单位、 个人)
责任 ， 将疫情防控纳入全市绩效考
核， 采取倒扣分制， 形成长效机制。

做到 “双闭环”， 实现人物同防。
一方面， 该市严格人员摸排管控， 对
所有入境来 (回 ) 沅人员要求提前 2
天报备， 严密从出发地到隔离点的闭
环管理， 发挥村 (社区) 作用， 做好
动态监测， 实时上报各类信息， 强化
7 天居家医学观察期间专班 (一个辅
警、 一个村干部、 一个医务人员) 工
作职责。 加强冷链食品等物防工作。
持续加强对进口冷链食品、 农贸 (集
贸、 海鲜) 市场、 肉类加工等重点场
所的管控与抽检， 落实场所清洁、 消
毒、 通风、 人员体温检测和佩戴口罩
等防控措施， 强化场所管理者、 经营
者主体责任。

实施 “三嵌入”， 夯实防控基础。
首先， 嵌入人民群众日常工作生活，
加强健康宣传教育， 针对冬春季防控
特点， 广泛宣传流感、 肺炎、 多价流
脑等疫苗接种知识， 提高群众防病能
力。 继续加强医疗机构监测， 实施多
点触发监测， 在公共场所、 学校、 民
政服务机构 、 药店开展相关症状监
测，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加大核酸采
样检测力度。 加强重点场所、 重点人
群管控。 关注老年人、 儿童、 孕 (产)
妇、 残疾人、 严重慢性病患者等人群
健康监测情况。 其次， 嵌入部门单位
日常服务管理和工厂企业生产生活。
机关、 企事业单位全力落实 “五有三
严” 措施， 医疗机构筑牢院感防线，
优化预检分诊、 发热门诊工作流程，
定点医院规范 “三区两通道” 建设，
二级医院建立院感督导员制度。

������本报讯 (通讯员 罗长安 王艳红)
11 月 12 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妇幼保
健院在该院孕妇学校成功举办新生儿
窒息复苏技能竞赛活动。 此次竞赛由
该院妇产科、 儿科、 儿保及手术麻醉
中心组成的 15 支队伍同台竞技。

竞赛分笔试和技能操作两部分。
由评委组、 记分组对参赛队员采取即
时点评， 理论知识与操作演练相结合
综合打分。 赛中， 各参赛小组分工合
理、 配合有序， 从复苏准备、 气囊—
面罩正压人工呼吸、 胸外按压、 气管
插管、 脐静脉插管、 药物治疗， 队员
都熟练掌握了新生儿窒息复苏技术。
经过激烈角逐， 评出了一、 二、 三等
奖及鼓励奖。

�������11月 12 日至 13 日， 湖南省第
三届中药炮制技能竞赛衡阳选拔赛
在南岳衡山举行。 衡阳市 26 家医
疗机构和中药饮片企业共派出 44
名中药炮制高手同场竞技。 图为中
药炮制技能切制操作竞赛现场。

通讯员 吴超辉 摄影报道

为高危、疑难手术保驾护航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多学科联合诊疗

中药师衡山“论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