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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健康新田
中医先行

主办新田县中医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英 ）
“感谢医生的救命之恩！ 大过年的
给你们添麻烦了！” 近日， 永州市
新田县中医医院卒中中心成功救
治牛年新春以来第 3 例急性脑梗
死危重患者， 患者家属对医护人
员感激不已。

2 月 15 日晚， 63 岁的男性
患者罗某奇突发言语不利， 90 分
钟后， 在 20 时 15 分由 “120” 急

送入新田县中医医院卒中中心救
治。 中心医护人员立即启动绿色
生命通道， 完善头部 CT 等相关检
查。 根据检查、 检验报告以及患
者既往 “风湿性心脏病” 病史，
经与 ICU 共同会诊， 诊断患者为
急性脑梗塞心源性栓塞， 在排除
溶栓禁忌症后于 21 时行静脉溶栓
治疗， 22 时患者语言、 肌力功能
逐渐恢复。 后转普通病房继续予
护脑、 护心、 护胃及平肝潜阳、
熄风通络等中西医结合治疗， 住
院治疗 6 天患者康复步行出院。

“对于脑卒中患者来说， 让大
脑早一秒恢复血流， 就多一分康

复的机会。 医院不断优化脑卒中
救治流程， 整合卒中急救、 重症
监护、 康复治疗、 健康教育等环
节， 推行多学科联动合作机制，
畅通绿色生命通道， 保障患者能
在黄金时间窗内得到快速精准的
联合诊疗。” 该院卒中中心副主任
吴华介绍。

吴华还介绍了 “卒中 120”
快速识别法： “1” 看脸， 是否口
角歪斜、 不对称； “2” 查胳膊，
是否单侧无力不能平行举起 ；
“0” 听语言， 是否表达困难言语
不清。 只要符合这几项突发症状，
就应拨打 120 及时就医。

������本报讯 （通讯员 尹春娥） 2
月 21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人民医院心内二科成功为患者
实施了左束支区域永久起搏器植
入术， 患者恢复情况良好。 此次
手术为该院首例左束支区域起搏
手术， 实现了该技术在湘西医疗
卫生领域零的突破。

61 岁王先生， 患病态窦房结
综合征合并完全性左束支阻滞，
24 小时平均窦性心率 40 次/分 ，
同时合并完全性左束支阻滞， 符
合起搏器植入适应证。 术前心脏
超声显示： 左心扩大， 但心功能
正常， 如植入常规右室起搏将导
致心室收缩不同步， 长期的右室
起搏有可能增加心衰风险。 心内
二科主任王福军带领团队术前反

复论证研究， 最终决定采用国内
外先进的左束支区域起搏技术，
实施永久人工起搏器植入术。

手术中， 医生从右心室间隔
侧将电极旋入左心室内膜下的左
束支区域， 成功实施了 “左束支
起搏”， 左束支电位明显、 术前心
电图 QRS 波群从 137ms 变为术后
心电图 QRS 波群 106ms （QRS 波
群从宽到明显变窄）， 起搏各参数
满意， 电极固定牢固， 手术历时
2 个多小时， 圆满成功。 目前王
先生恢复情况良好， 即将出院。

“左束支区域起搏相对于传统
起搏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于起搏左
束支区域， 激动沿束支下传， 保
持左室收缩同步。” 据王福军介
绍， 对于缓慢型心律失常而言，

常规的起搏位点无论是右室心尖
部还是间隔部， 均不是通过传导
系统下传激动， 因而人为造成了
心室收缩不同步， 导致有害的血
流动力学效应， 包括较高的房颤
发生率、 心力衰竭住院率和全因
死亡率。 开展左束支区域起搏技
术， 需要在 DSA 平板显影及多导
电生理仪指导下精确找到患者自
身的希氏束传导系统 ， 并通过
DSA 二维平面显影将一根仅 4F
粗细的电极精准旋入患者原有传
导径路上， 从而使电刺激信号通
过该路径向下传导， 这个难度无
异于针孔穿线。 此例左束支起搏
为湘西自治州首例， 它的成功标
志着该院在起搏器植入领域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李淑军) “今天， 我怀着感激
的心情向您表示感谢。 不久前，
我跳广场舞发现漏尿， 后来， 只
要一做运动就会出现漏尿， 严重
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 我来到
长沙市第一医院盆底康复室治疗，
医生护士指导我做提肛运动康复
训练， 对我进行心理疏导后， 我
的漏尿治愈了!” 近日， 患者文女
士向医护人员发来微信道谢。

50 多岁的文女士前段跳舞、
打喷嚏及咳嗽的时候， 尿就会不

自主流出来， 而且还总感觉阴道
里有东西要掉出来。 因为漏尿，
身上总有一股异味， 这让她很是
苦恼。 经人介绍来到了长沙市第
一医院妇产科门诊找到了该科主
任杨静。

杨静为文女士仔细检查后诊
断为： 压力性尿失禁、 盆底功能
障碍， 为其制定了系统的盆底康
复方案。 经过 5 次盆底康复治疗
后， 文女士漏尿症状明显改善，
10 次治疗后完全恢复。

专家表示， 盆底功能障碍性

疾病的发生， 主要是女性因妊娠、
分娩、 年龄、 肥胖、 腹压、 雌激
素水平等因素而出现不同程度的
盆底肌组织结构及功能下降， 出
现各种尿失禁、 尿潴留、 盆腔脏
器脱垂、 各种慢性盆腔疼痛、 阴
道松弛症等影响性功能， 导致性
高潮缺失、 性唤起障碍， 影响夫
妻感情， 女性朋友因此也承受了
一定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

杨静提醒， 如果出现漏尿等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症状， 请
及时就医， 接受盆底康复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超辉 ) 2 月 23
日， 衡阳市卫生健康委中医科和衡阳市
中医药学会专家组一行 6 人到常宁市中
医医院， 对中医药传统知识收集整理工
作进行考察。 通过举行座谈会和实地观
摩考察， 全面了解该院南詹正骨疗法。

此次专家组考察的是南詹正骨鹤嘴
式整骨钳、 南詹正骨理经刀及南詹正骨
疏经术等 3 项中医药传统知识收集整理
工作。 南詹正骨疗法经过 120 多年的历
史文化沉淀， 蕴藏着丰富的中医药文化
知识， 形成了历史事实有迹可寻、 故事
精彩绝伦、 医学理论独特、 传承中有创
新等特色。 目前， 南詹正骨疗法作为传
统医药于 2016 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
布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盆底康复治疗术治愈漏尿
专家：漏尿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要及时就医

�������本报讯 （通讯员 欧阳石顺朱纯璐）
“真想不到， 在大医院要花上万元医药费
的植皮手术， 在我们本地卫生院就能做
了， 感谢李院长， 解决了我的大麻烦。”
近日， 永州市宁远县冷水镇卫生院东城
分院发生感人一幕， 患者李平姣将一面
锦旗送到副院长李小聪手里， 充满感激
地说道。

据了解， 46 岁的李平姣因骑摩托车
不慎摔伤， 导致左侧胫前区挫伤， 伤口
长达 3 月未愈合， 多次就诊县级医院，
医生均建议患者前往某市人民医院接受
植皮治疗。 在得知治疗费用需上万元，
李平姣考虑到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 加
上去市里治疗又无人照顾， 很是为难。
一个偶然机会， 李平姣得知东城卫生
院副院长李小聪曾经治愈一位和自己症
状相同的患者， 便慕名前去就诊。

李小聪详细询问病史后， 为李平姣
制定了详细的诊疗计划， 考虑到常规的
植皮手术在卫生院做不了， 他就结合卫
生院实际情况， 改良麻醉方式和手术方
式。 首先为李平姣清除坏死疤痕组织，
待创面清洁后， 在局部麻醉下行溃疡创
面植皮术， 术后予以抗炎、 换药等处
理， 经诊治后， 目前李平姣恢复良好。

������本报讯 (通讯员 曹宏伟) “彭医生
来啦， 春节期间吃得太丰盛， 快帮我看
看血糖血压现在怎么样了!” 82 岁贺奶
奶一看到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彭怀念医生， 就微笑地拉
着她的手说。 2 月 22 日上午， 彭怀念
家庭医生团队来到田心社区解放村为签
约对象进行体检和健康指导。

贺奶奶在 2年前因高血压导致中风行
动不便， 儿子常年出差在外， 无暇顾及母
亲， 在得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签订家
庭医生签约后便给贺奶奶签订了一份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 现在贺奶奶实实在在享受
到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带来的各项福利与
待遇， 对家庭医生团队十分信任。

据悉，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是一年一
签， 每一个签约对象都有固定的责任医
生提供健康管理、 预防保健等服务， 老
百姓在家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

��������近日， 郴州市卫生健康委组织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苏仙
区卫生健康委等单位来到良田镇农
贸市场开展“送法下乡” 宣传活
动， 卫生健康执法人员重点宣传了
疫情防控、 生活饮用水安全、 公共
场所卫生知识、 传染病防治知识、
学校冬春季传染病防控等知识。

通讯员 李克玉 杨亚丽
黄桂山 摄影报道

郴州市卫生健康
“送法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