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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振） 1
月 1 日零时 19 分， 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王仲华主
任团队使用国家组织的冠脉支
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成功
为患者李小华 （化名） 实施了
郴州市首例冠心病介入手术治
疗。 自此， 郴州市冠脉支架告
别了 “万元时代”， 迎来 “百元
时代”， 使郴州广大冠心病患者
都将能用得上、 用得起冠脉支
架 ， 极大地解决了 “看病贵 ”
问题。

63 岁的患者李小华是郴州

市北湖区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因突发胸痛被家人紧急送到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胸痛中
心， 送入导管室进行冠脉造影
检查发现， 李小华冠状动脉左
前降支重度狭窄， 需要尽快手
术治疗 。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
后 ， 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 19
分， 王仲华团队为李小华实施
了冠脉支架介入治疗， 手术进
展顺利。

据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
长雷冬竹介绍， 冠脉支架是我
们常说的心脏支架， 在治疗心

脏疾病中使用率很高， 每次手
术需使用 1 至 3 个。 由于其价
格昂贵， 不仅给患者带来不小
的费用压力， 而且由于用量较
大， 占医保基金的比例也较高。
2020 年 11 月 5 日， 国家冠脉支
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出台， 该
院严格按照国家及湖南相关部
门文件执行， 此例手术一个支
架仅需 590 元， 自此患者告别
了冠脉支架之前的 ‘万元时
代’。” 仅元旦节当天， 该院一
共有 8 名患者实施了百元级低
价冠脉支架介入治疗。

�������近日， 长沙县精神病医院分
批分时间段组织全体医务人员，
对徒手心肺复苏及呼吸机、 除
颤仪的使用以及急性胸痛、 脑
血管意外、 一氧化碳中毒等进
行分批培训， 提升医疗应急救
助能力。 图为创伤救护培训。

通讯员 毛文静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让定） 近日， 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
长吴超带领州民政系统下属的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肿瘤医院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荣复医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职能科室负
责人， 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开展交流学习。

会上，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
院副院长周明高介绍了医院的发展情况， 他
说， 近年来， 医院创新 “一体两翼、 一院两
制、 三医联动、 四个精准” 的发展思路， 以
大项目促进大发展， 以大特色彰显大优势，
着力基础设施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 学科建
设、 平台发展等各项重点工作， 促进了医院
持续快速发展。

交流期间， 双方围绕医院发展和等级评
审就医院的科室设置、 岗位安排及三级医院
创建工作等做了深入讨论。 各相关职能科室
负责人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围绕医疗质量控
制、 精细化管理及医院等级评审有关经验，
进行了探讨。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波 邓玉洁） 日前，
永州市祁阳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县
卫健局、 县疾控中心、 龙山街道办事处在龙
山街道办陶家岭村村委会开展新冠肺炎核酸
检测应急演练活动， 检验扩大规模核酸检测
的组织指挥、 现场调度、 实验室检测等实战
能力。

本次演练， 选择空旷、 通风良好的陶家
岭村村委会作为大规模人群筛查集中采样地
点， 并根据现场条件， 划分出监测区、 等候
区、 登记区、 采样区、 缓冲区、 临时隔离区
等多个区域。 采样居民分组进入， 按顺序间
隔一米排队依次进行测温、 身份验证登记、
咽拭子采样等环节。 整个演练过程组织有
序， 环节紧凑， 参与演练人员分工明确、 反
应迅速、 配合默契， 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执
行， 顺利完成模拟演练。 采样结束后， 医护
人员核对样品信息和数量， 清理处置医疗垃
圾， 并全面开展消杀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何先荣） 新年到来之
际， 家住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河路口镇
的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将一面印有 “医者
仁心， 救死扶伤” 锦旗送给江华县人民医
院普外科医护人员。

该患者 2 个月前无明显诱因突发右侧中
下腹部疼痛， 以阵发性胀痛为主， 起初因
能耐受疼痛， 未重视未处理， 后来病情加
重入院治疗， 经诊断为结肠癌。 该院普外
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吴章森组织多学科会
诊， 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后， 决定为患者
进行手术治疗。 患者及其家属听说需要做
手术， 顿时非常紧张。 在普外科医护人员
的耐心解释和安抚下 ， 逐渐消除其顾虑 。
经与患者及其家属充分沟通后， 吴章森为
该患者进行腹腔镜辅助下右半结肠癌根治
手术， 术后患者恢复良好， 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出院。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孟玲）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郴州寒潮
来袭， 气温骤降， 郴州市中心
血站献血大厅里却依然热闹温
暖。 为了储备冬季医疗临床用
血 ， 爱心人士纷纷挽起袖子 ，
捐献热血。 据统计， 当日全市
共有 287 位市民选择热血跨年，
全年该市累计无偿献血 51466
人次， 无数份爱与责任、 无数
盏生命之光， 为这一年画上了
一个圆满的句号。

郴州实行无偿献血多年来，
即使寒暑献血淡季依旧供血充
足， 重在有一支包括军人、 公
务员、 医务人员在内的应急献
血队伍。

以往每年 1 月是医务人员

献血月， 各医疗卫生单位都会
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广大
医务人员坚守抗疫一线， 真切
体会到生命至上 、 责任重大 。
面对比往常早到的寒潮， 各医
疗卫生单位也提早行动， 医务
人员献血月活动 2020 年 12 月
就陆续开展起来。

“作为医务人员， 我们都知
道献血对身体有益， 适当献血
能刺激骨髓造血， 促进血液循
环。” 刘向阳是郴州爱尔眼科医
院副院长， 当天， 他带头率医
院职工专门赶到血站参加献血。
刘向阳表示， 救死扶伤本就是
医生的职责， 参加无偿献血是
医务人员应有的担当。

郴州目前百次以上献血者
有 13 人 ， 其中何志龙 、 何志
俐、 何志清三姐弟是名副其实
的 “热血一家人”。 为了帮助更
多的白血病、 再生障碍性贫血
等需要长期输用血小板的患者
治疗， 三姐弟都是机采血小板
的固定献血者。 每次献血间隔
时间一到， 他们就会主动和血
站预约参加献血。

当天， 何志龙再一次来到
郴州市中心血站参加机采献血。
这是他献血生涯的第 136 次 。
何志龙说， 2021 年他的愿望很
简单， 就是希望继续保持身体
健康， 坚持参加献血， 同时多
做志愿者， 带动更多的人参加
献血。

郴州市 2020 年累计无偿献血 5.1 万余人次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维善 李
钟胜) “初心易得、 始终难守，
怎样做一个好医生？ 大家要扣
好从医的第一粒扣子， 牢记医
者初心， 走好行医生涯中的每
一步！” 这是永州市卫生健康委
二级巡视员、 永州市卫生健康
委原党组书记肖东民 1 月 4 日
在给江永县卫生健康局工作人
员、 乡镇卫生院院长、 县级医
疗卫生机构等 300 余名医护工
作人员上新年第一堂医德教育
课上的开场白。

课堂上 ， 肖东民从做人 、
做事、 做学问的国学思想， 引经
据典、 深入浅出地讲述医者该如
何做一个孝顺善良、 正直诚实、
守法明理、 智慧豁达的人。 讲述
如何加强自身学习、 遵守核心制
度、 规范书写病历、 突出临床实
践、 善于抢抓机遇、 树立理想目
标和良好医德医风， 以及如何管
理医院的做事道理与原则。 讲述
作为医生要立足岗位勤于实践、
打好基础积累知识、 整合知识创
新知识、 要学好外语、 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作为医院与科室负责
人要制定并完成医院与科室任
务、 落实核心制度、 规划医院与
科室发展、 提升医院与科室业务
能力和自身水平， 从学科难题出
发， 解决实际问题， 注重学术思
维创新和手段 （技术） 创新的做
学问原则。

在课后交流中， 大家纷纷
表示： 县卫健局在新的一年来
临之际就及时举办这堂思想教
育课， 真是意义非凡， 听了深
受启发、 受益不少。

实训救护能力

287位爱心人士献血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