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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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煌 吴
新华) 3 月 21 日， 湖南省医改
办课题专家组一行， 来到邵阳
县塘渡口镇塘坪村调查肾病患
者银莲英分级诊疗情况时， 见
她患病 7 年来身体依然健康，
并能干些轻农活而感到惊讶，
同时， 对该县分级管理肾病患
者居家进行腹膜透析取得的成
效表示肯定。

邵阳县共有 1200 余名终
末期肾病患者， 银莲英是全县
330 名终未期肾病患者居家治
疗的一个。 2017 年初， 该县在
县人民医院试点肾病腹膜透析
治疗分级管理模式， 建立了以
县人民医院为中心、 乡镇卫生
院为枢纽、 村卫生室为网底的

三级肾病患者腹膜透析治疗和
分级管理的服务网络， 即县医
治疗、 乡医管理、 村医随访。

该县将终末期肾病腹膜透
析分级管理服务纳入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慢病管理， 开展规范
随访和签约服务， 对肾病腹膜
透析患者腹膜透析液， 在现有
报销比例的基础上提高 5% ，
其他辅助治疗报销比例在原有
的标准上提高 10%， 其余费用
由民政部门按健康扶贫工作要
求予以兜底补偿。

同时， 该县人民医院肾内
科建立肾病患者腹膜透析 “互
联网+医疗” 腹透助手分级管
理模式， 实时监测居家腹透患
者的血压、 体重变化、 腹透液

的超滤情况， 进一步提升腹透
中心的管理及服务能为;患者也
可通过 QQ 群和微信群， 随时
联系平台咨询、 会诊、 信息交
流和日常监护。 去年， 张家界
一名肾病患者唐玉凤来到邵阳
县人民医院开展腹膜透析手术
治疗后， 回到家中经过 “互联
网+医疗” 腹透助手进行居家
腹透 ， 现在身体状态明显变
好， 比血透方便多了。

4 年来， 邵阳县将终末期肾
病腹膜透析纳入慢性病分级诊
疗管理， 惠及居家治疗的 330
名终末期肾病患者， 每名患者
每年个人自费由 1.5-2 万元下降
至 0.3-0.5 万元， 让肾病患者看
得起病， 助力健康扶贫。

������本报讯 (通讯员 何丽英 )
“患者父母年迈多病， 孩子年
幼， 其爱人生活不能自理， 这
是一个急需社会帮助的家庭，
希望大家积极奉献爱心， 共助
他度过难关!” 近日， 永州市新
田县中医医院工作群里发了一
份捐助倡议。 倡议发出之后，
该院干部职工积极响应， 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

患者吉先生是新田县金陵
镇千马坪村人 ， 幼年时 ， 因
意外导致脸部毁容 ， 左眼失
明， 成年后因感染疱疹病毒，
导致右眼病毒性角膜炎反复
发作 ， 前后二十多年数十次
住院， 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年前 ， 吉先生因病毒性角膜
炎加重恶化赴中南大学湘雅
三医院诊治 ， 专家建议行角
膜移植 。 吉先生因无力承担
高额医疗费用而转回新田中
医医院眼科治疗。

“多年前， 我刚到眼科上
班时， 吉先生就因病毒性角膜

炎来看眼科门诊， 后来病情反
复发作多次在我科住院治疗。
如今， 病情进一步加重， 若放
弃角膜移植就意味着失明， 对
于这个特殊的家庭来说， 无疑
是灭顶之灾!” 新田中医医院眼
科主任李路介绍说。

该院党委了解吉先生情况
后， 由宣传科在医院工作群发
了一份倡议， 之后， 全院干部
职工积极响应， 眼科、 肛肠科
医护人员主动多次捐助现金。
医院为困难患者奉献爱心的举
动， 让患者感受到了来自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和人间真情。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
讯员 戴蓓) “张大爷， 今天打
完针就可以出院了 。 20 来天
后 ， 一定要记得回来看我 。 ”
“那是肯定的!” “好， 回去继
续吃中药哦。” 这是近日长沙
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呼吸内科医患之间的一段对
话。

几个月前， 80 多岁的肺癌
患者张大爷同时患有多种基础

疾病， 谁都想不到， 他可以像
今天这样红光满面 、 呼吸顺
畅、 乐乐呵呵地准备出院。 去
年 10 月底 ， 张大爷因咳血 、
呼吸困难到该院呼吸内科就
诊， 高度怀疑恶性肿瘤。

了解到张大爷基础情况
差 、 新生物活检困难的情况
后， 该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刘丹
联合麻醉科副主任周先科组织
多学科协作病例讨论， 确定了

麻醉科提供呼吸支持、 气道新
生物活检、 氩气治疗并支架置
入的联合治疗方案。

经过多学科协作， 刘丹带
领团队完成手术， 患者呼吸情
况得到改善， 病理结果确诊为
鳞癌。 呼吸内科为其制订了中
西医结合治疗方案 ， 每 21 天
进行一次免疫治疗， 同时配合
中医中药治疗， 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本报讯 (通讯员 谭筱 刘凰) 近日， 株洲市
石峰区千余名幼儿教师， 分批次在石峰区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进行免费健康检查。

为保障在园儿童身体健康， 有效避免传染
病发生和传播， 该中心组织全区幼儿教师， 分
批次进行健康检查。 检查项目包括内科、 妇
科、 化验、 胸部 X 线等检查。 体检合格者颁
发 《托儿所、 幼儿园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 方
可上岗。 通过体检， 幼儿教师能够了解自己的
健康状况， 关注自身健康， 做到有病早治疗，
无病早预防， 确保幼儿教师们能够以良好的身
体状态， 全身心投入幼教工作中。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孝谊 曾敏) “以前检查
乳腺癌， 一心只想往省城跑， 现在浏阳也有省
肿瘤医院的专家来看病了。” 3 月 11 日， 来自
浏阳市的陈女士做完乳腺癌筛查后满意地说。

当天， 由湖南省肿瘤医院牵头的湖南乳腺
癌早筛与全病程管理项目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正
式启动。 在浏阳市人民医院前坪， 一辆粉红色
的乳腺健康移动筛查车格外引人注目， 它是湖
南首台乳腺健康移动筛查车， 今后将陆续开进
边远地区， 为当地女性免费筛查乳腺癌。

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介绍， 该车
能精准识别出乳腺肿瘤高危人群， 及时给予合
理就诊建议， 并将对阳性患者进行长期随访。
他说: “以往偏远地区女性筛查乳腺癌要跑去
定点医院， 今后该车将陆续开到她们身边， 为
她们提供义诊筛查。”

������本报讯 (通讯员 盘珂杨炳锋) 身穿 “红马
甲”， 积极开展医疗救治， 巡诊义诊， 走村入户宣
传健康知识……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 “红马甲”
们活跃忙碌的身影。 3月 18日， 永州市江华瑶族
自治县民族中医院红色医疗服务队赴瑶山深处大
圩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义诊活动， 为周边有需要的
群众提供更加便捷、 优质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该院党总支响应 “红色教育在永州” 文件
精神， 积极成立 “红色医疗服务队”， 行走乡
村， 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活动， 针对偏远地区出
行困难、 留守老人、 儿童、 残疾人、 低保五保
等人群， 免费开展诊疗和测血压、 血糖、 心电
图、 B 超等常规检查及中医适宜技术干预治
疗， 进行健康教育讲座和合理膳食等宣传。

县医治疗 乡医管理 村医随访

邵阳县终未期肾病患者居家治疗效果好

��������近日，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
“第一目击者” 培训导师们深入
株洲市渌口区各基层医疗机构，
现场指导和规范培训急救骨干，
主要传授“第一目击者” 心肺
复苏、 包扎固定等现场规范急
救知识。 图为急救实操现场。

通讯员 王松良 摄影报道

现场传授急救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欧立科 王文梅 黄桂山) 3
月 15 日， 郴州市苏仙区启动妇女 “两癌” 免
费检查服务， 促进农村、 社区妇女 “两癌” 的
早诊断、 早发现、 早预防和早治疗， 提高广大
妇女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

此次 “两癌” 筛查检查项目包括乳腺癌筛
查、 宫颈癌筛查、 常规妇科检查、 白带化验、
B 超等。 在诊疗活动中， 苏仙区妇幼保健院医
务人员用过硬的专业技术， 为妇女提供优质便
捷的医疗服务， 给予受检者科学、 合理的诊疗
指导和医学建议， 不厌其烦解答问题， 大力宣
传 “两癌” 预防知识， 引导群众树立 “防” 重
于 “治” 的健康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