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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关怀
健康幸福候选家庭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 申秀梅 )
12 月 14 日一早 ， 尹女士就来
到邵阳邵东市人民医院妇科
复诊 ， 她欣喜地向该院王明
敏医生分享了接受子宫肌瘤
海扶刀治疗后 3 个月来的感
受。 术后 3 个月， 她的月经量
明显减少了 ， 复查 B 超显示 ，
尹女士的子宫肌瘤缩小体积
超过 80% ， 她对于手术效果
满意， 正在积极备孕中。 医生
也为她终于摆脱了疾病的困
扰而感到高兴。

今年 7 月 ， 33 岁的尹女

士因稽留流产做过一次宫腔镜
手术， 术中发现一个约金钱橘
大小的子宫黏膜下肌瘤。 随着
肌瘤逐渐增大， 尹女士的月经
量开始增多 ， 并导致了贫血 ，
这让尹女士非常痛苦。

经多方打听， 她来到邵东
市人民医院妇科海扶微无创
治疗中心就 诊 ， 9 月 11 日 ，
为了不影响怀孕， 尹女士在该
院接受了 “海扶刀” 治疗。

“海扶刀 ” 是将低能量的
超声聚焦到一个点上， 超声穿
透腹部到达瘤体， 在焦点处产

生高温将肌瘤 “杀死”。 这样，
对子宫的伤害减到最低， 对怀
孕的影响降到最小。 这个技术
不开刀， 不流血， 用无形的刀
把肿瘤消融， 有点像武侠小说
里的 “隔山打牛”。

邵东市人民医院海扶微无
创治疗中心专业治疗子宫肌
瘤 、 子宫腺肌症 (并腺肌瘤 )、
腹壁切口异位、 瘢痕部位妊娠
等疾病。 自今年 9 月开展工作
以来， 已为多名女性患者成功
进行了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
疗。

������走进怀化洪江市大崇乡赤
溪村， 人们对李小云、 王长英
夫妇比较熟悉。 李小云、 王长
英夫妇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
团结和睦、 孝老爱亲、 勤勉奉
献、 乐于助人， 组建了一个充
满爱心、 奉献进取的温馨家庭。

李小云今年 50 岁， 现任赤
溪村党支部书记。 夫妻俩不怕

苦， 不怕累， 多年来通过开饭
店、 创办货运信息部等多种实
体经营， 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
在勤劳致富的同时， 夫妻俩尽
职尽责为村民服务， 李小云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 通过大
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改善村级
基础设施建设， 引进种养殖项
目， 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李小云、 王长英夫妇结婚
22 年， 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 ，
夫妻俩团结和睦 ， 孝老爱亲 ，
子女教育得当。 妻子王长英是
一位充满爱心、 孝顺老人的好
儿媳， 她几年如一日照顾瘫痪
在床的公婆， 孝敬老人， 直至

老人安详离世， 得到了亲友和
村民的一致认可和称赞。 2014
年， 李小云家庭被评为洪江市
“最美家庭”， 2015 年被评为怀
化市 “最美家庭”。

2020 年疫情期间， 李小云
夫妇不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
还为黔阳一中学子送去口罩
2000 余只。 据不完全统计， 李
小云夫妇多年来助困助学累计
资金达 20 余万元。 他们还在自
家开设的信息部设置了募捐箱，
带头组织捐款。 5 年中 ， 共筹
集款项 5 万余元， 救助慰问困
难群众 20 余人次。

通讯员 易利华 杨宏剑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娟) 近日， 娄底市
双峰县人民医院为一位 98 岁高龄老奶奶成
功置换股骨头。

这位老奶奶姓曾， 因摔伤致右髋部疼
痛活动障碍一天前来就诊， 经检查诊断为右
股骨粗隆骨折、 骨折移位。 老奶奶入院后，
该院组织骨科、 麻醉科、 心血管内科、 呼吸
内科等多科会诊讨论， 制定了周密的诊疗计
划， 然后， 由 14 病室骨二科主任王坚主任
医师主刀， 带领刘湘权副主任医师等科室团
队成员， 顺利实施了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在 14 病室医护团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
老奶奶术后第 3 天， 依靠助行器可下地行
走， 术后第 11 天痊愈出院。

12 月 15 日， 长沙市芙蓉
区东湖街道韶光社区携手睦
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东湖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
沙民政学院爱心社共同开展
了“艺生活、 惠生活” 健康之
家主题活动。 东湖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逐一
为老人们量体温、 测血压、 测
血糖， 建立健康档案。

通讯员 李必文 朱艳
摄影报道

隔山打“瘤” 助力备孕

艺生活·惠生活

������本报讯 （通讯员 宁振中 徐
春生） 近日， 邵阳邵东市疾控
中心驻斫曹乡马鞍塘村工作队
在该村开展脱贫攻坚典型征集
活动， 当谈起种养能手时， 村
民们说： “阳著名， 勤劳肯干，
在工作队的帮扶下养猪发财了，
已成为村里的富裕户。”

阳著名一家 4 口人， 2 个女
儿年幼， 由于他和爱人冯雪没
有什么技能， 全靠在家务农糊
口，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14
年被村里评为贫困户。 2017 年

邵东市疾控中心扶贫工作队进
村入户走访， 发现他家没有住
房， 只能借住在弟弟家中， 他
希望靠自己的勤劳改变现状 ，
但苦于缺资金缺技术， 感到很
迷茫。

通过交流探讨， 工作队积
极与上级部门协调， 帮助阳著
名实现了易地搬迁， 动员他家
养猪并送给他 4 头小猪， 同时
还为他请来了畜牧专家， 培训
养猪技术。 他非常高兴， 借钱
建起了猪圈， 自己又买了 2 头

小猪 ， 做好了长期养猪的打
算。 年底猪出栏时， 他赚了上
万元 。 于是 ， 他干劲更足了 。
2018 年至 2020 年养了 2 条母
猪， 通过精心喂养， 年均下猪
仔 40 余头 。 每年除自己留十
几头喂养外， 其余均以低于市
场价卖给其他村民喂养 。 到
2020 年 11 月 ， 他喂养大小生
猪 80 余头， 尚存栏生猪 40 余
头。 阳著名夫妇依靠勤劳的双
手摘掉了 “贫困帽 ”， 被村民
称为致富能手。

���� “党的政策好呀， 禁捕退捕后， 不但我
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而且健康也得到了
保障， 医疗服务都送到家门口了。” 12 月 16
日， 益阳沅江市琼湖街道加禾社区热闹的义
诊现场， 75 岁的王爹爹激动地说。

在沅江市， 渔民是受血吸虫病危害最为
严重的群体之一, 将退捕渔民纳入血吸虫病
重点防治对象， 对符合条件的给予相应救
助， 是为其转产就业提供健康保障的关键措
施。

12 月 14 日， 迎来了 2020 年的第一场
雪， 尽管寒风凛冽， 雪花飘扬， 依然阻挡不
住沅江市血吸虫病专科医院义诊团队前行的
步伐。 为了让禁捕退捕的上岸渔民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该院 18 名医疗骨干、
离退休老教授一大早便冒雪出征， 前往琼湖
街道加禾社区， 免费为近 100 名渔民提供血
糖和血压监测、 血吸虫病检测、 超声检查、
咨询问诊等医疗服务。

针对禁捕退捕后的渔民群体特点， 沅江
市切实加强渔民血防健康监测， 积极与农业
农村部门沟通协调， 开展渔民登记， 加强渔
民健康信息建档和随访， 为他们血防健康实
施精细化管理。 与此同时， 开展专项渔民血
吸虫病查治工作， 做到应查尽查、 应治尽治
全覆盖。 落实贫困晚血病人救助政策， 对渔
民中贫困晩血病人实施好 “两免一补助”，
即住院救治免费、 门诊诊疗免费、 住院伙食
营养费适当补助， 减轻退捕渔民负担， 并做
好定期随访。 通讯员 肖荡 陈美玲

������本报讯 (通讯员 郑赞朴 陈展辉 黄海莲)
“有了这张卡， 我 4 个月前去永州市中心医
院剖腹产， 好方便。 以后看病挂号也省事
了。” 12 月 20 日， 永州市江永县粗石江镇
城下村 34 岁的周燕梅高兴地对着手机， 指
着居民电子健康卡对笔者说。

今年， 江永县被确定为湖南省首批个人
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开放试点县后， 县卫生
健康局和各医疗卫生机构派出工作人员， 白
天黑夜深入机关单位、 大街小巷、 田间地
头， 走村入户， 边发放相关资料， 边面对面
宣讲， 让广大群众明白 “居民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 从而积极参与。 工作人员辅
导居民登录 “湖南居民电子健康卡”， 查阅
和完善个人的健康信息， 掌握健康档案建
立、 使用和管理的基本技术和方法， 体验电
子健康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