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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申秀梅 李洛阳) 近日，
在邵阳邵东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间病房
里， 50 岁的杨女士看到查房医生， 激动地
说： “我能更清楚地看见你们了!” 看到杨
女士高兴的样子， 该科主任曾海军和他的医
疗团队感到无比欣慰。 这是邵东市顺利完成
的首例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切除手术。

半年前， 家住邵东市野鸡坪乡的杨女士
左眼视力开始下降， 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 5 月初在家突发癫痫， 家人感觉不妥才
赶紧将她送至邵东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找到
曾海军就诊。 CT 检查显示， 颅内脑膜瘤。 进
一步检查后发现， 杨女士基底位于蝶骨嵴上
有个土鸡蛋大的瘤子， 位置深， 紧靠海绵窦，
毗邻脑干， 已累及视神经、 视交叉、 动眼神
经， 包绕左侧颈内动脉及大脑中动脉及其分
支， 向后引起脑干及丘脑的移位， 周围水肿
明显。 症状明显， 存在手术指征。

经该院神经外科专家团队讨论， 预先分
析了手术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共
同为患者设计了手术入路。 在术前沟通中，
曾海军耐心地将病情和手术的风险详尽地对
杨女士家人进行说明， 出于对医院的信任，
杨女士和家人表示理解并强烈要求手术治疗。

5 月 20 日下午，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姜
维喜教授指导下， 曾海军、 赵海翔主任医师勇
挑重担， 采取 “蚂蚁式” 分块切除肿瘤直至最
终全切肿瘤， 重要神经血管保护良好， 耗时 3
个半小时顺利完成手术， 术后复查头部核磁显
示肿瘤完全切除。 目前杨女士在度过了几天的
恢复期后， 神经系统功能正常， 视力障碍较术
前恢复， 可以自主站立行走。

���� “张雄院长处事有谋、 统筹有力、 协调
有方， 甘于倾情付出、 处处以身作则， 在他
的带动下，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得到落实，
群众满意、 领导认可、 职工信服。” 6 月 3
日， 娄底市新化县槎溪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
罗学农如此介绍该院院长张雄。

近年来， 为解决槎溪镇卫生院基础设施
陈旧问题， 张雄不辞辛劳， 反复实地察看， 多
方思想沟通、 论证比对， 最终确定新址。 在新
建综合楼项目建设中， 张雄主动挑起项目建设
繁重的工作任务， 化解复杂的矛盾， 筹集解决
2000 余万元的资金缺口， 联系办理报建审批
手续， 逐一协调化解棘手的矛盾， 严格工程进
度、 质量管理。 2017 年， 集医疗、 预防、 保
健为一体， 科室完善、 床位充足、 设施齐全、
设备先进的新建综合楼投入使用。

2020 年春节期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集
结号响彻全国， 张雄开启了奋战一线 42 天
的工作模式。

1 月 22 日， 该镇白马桥村出现 2 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张雄深知危险就在身边， 但
他毫不犹豫， 带领 3 名医生投入战 “疫”，
开展流调、 采样， 对 16 名密接者隔离监测、
居家消毒， 为密接者采购物资。 同时， 卫生
院需要负责 2 处监测点、 4 个卡点， 还有诊
疗、 流调、 逐户摸排、 疫情防控政策知识宣
传等工作同步展开， 张雄既要协调督导， 又
要带头深入一线， 忙得不可开交， 即便除
夕、 春节， 他一直与同事们坚守在一线。

今年以来， 张雄根据现有人员特长能
力、 工作轻重缓急进行责任细化和任务分
解， 确保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将工作
成效跟绩效工资挂钩， 让职工人人有压力、
有动力、 有约束， 全面激发职工积极性、 增
强服务意识。 本报通讯员 邹同辉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张恒娇) 6 月 6 日是第 26 个
全国 “爱眼日”， 今年活动主题
为 “关注普遍的眼健康”。 为进
一步呼吁全社会增强爱眼护眼
意识， 加强湖南省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工作， 保障学生身心
健康成长， 6 月 7 日 ， 湖南省
2021 年全国爱眼日主题宣传活
动在长沙举行。

2018 年以来， 教育部和国
家卫健委等 8 部门联合印发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 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湖南省
积极落实， 制定了针对性的实
施方案， 从宣传发动、 业务培

训、 督导质控等环节着手， 推
进全省近视防控工作。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陈曦强调， 2018 年国家
卫健委数据显示， 儿童青少年
近视率达到 53.6%， 呈现高发
和低龄化特点。 2020 年的新冠
疫情对学生的生活习惯和学习
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导致近
视 问 题 更 趋 突 出 。 据 调 查 ，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学生居家隔
离上网课的半年期间， 中小学
生近视率增加了 11.7%。 近年
来， 湖南省卫生健康和教育部
门开展了大量工作， 今后将逐
步建立政府主导 、 多部门联
动、 全社会共同参与机制， 从

点到面推广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适宜技术， 实施近视综合干
预。

活动现场， 湖南卫视频道
节目主持人刘佳颖作为爱眼宣
传大使宣读倡议书； 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尹
叶薇开展 “科学防控近视， 拥
抱光明未来” 微科普宣讲。 现
场还组织专家开展健康咨询 ，
有奖知识问答环节得到了学生
们的踊跃参与。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主办，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承办， 湖南省预防医学
会健康教育与促进专委会、 长
沙市芙蓉区长郡芙蓉中学协办。

新冠疫情导致近视更趋突出，中小学生近视率增加了 11.7%

湖南推广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婉丽 )
“我院收治了一名女性患者， 神
志昏迷， 双侧瞳孔散大， 刺激手
脚均无反应， 医生抽血化验、 行
头颅 CT 未见异常， 请求上级医
院帮助治疗。” 近日， 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卒中中心平台接到
一则紧急请示， 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人民医院神经内一科卒中
团队与下级医院通过脑卒中救治
网络， 上下联动， 上演一场 “挽
救生命接力赛”， 成功救治一名
突发急性脑梗死患者。

47 岁的周女士像往常一

样， 晚饭过后与家人闲聊， 大
约 30 分钟之后， 家人再次见她
时已毫无反应， 瘫坐在沙发上，
不管家人如何呼唤都没回应 。
家人立即拨打 120 将周女士送
至当地县人民医院。

当地医院医生立即与湘西
卒中中心平台联系， 咨询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神
经内一科主任田勇。 通过与当
地医生交流， 以及使用多媒体
查看相关检查资料， 田勇立即
作出判断 ， 考虑为急性脑梗
死———基底动脉尖综合征。

时间就是生命。 田勇凭借丰
富的经验和敏锐的判断力， 立即
指导当地医院启动卒中绿色通
道， 排除禁忌症后， 及时给周女
士进行静脉溶栓， 并立即转入州
人民医院进一步检查及治疗。

按照 “先诊疗 ， 后付费 ”
救治原则， 脑卒中救治医生全
程陪护， 第一时间完成头颈部
CT 血管成像， 可以明确闭塞的
基底动脉完全再通， 随即将周
女士收治入神经内一科重症病
房。 通过后续治疗， 周女士病
情好转， 生活恢复正常。

��������6月 7日， 衡阳市祁东县卫健局
会同该县科工信局、 县林业局、 县
农业局、 县科协等单位， 在步云桥
镇农贸市场开展科技、 文化、 卫生
“三下乡” 活动， 受到好评。 图为医
务工作者为赶集村民检测血糖。

本报通讯员 何晓晓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嘉林 欧
巧玲 管华林） 近日， 衡阳市第
一人民医院普外科打破超高龄
“手术禁区”， 先后成功为两位
90 余岁高龄患者施行疝修补手
术， 目前两位患者均康复良好。

91 岁高龄患者朱爷爷， 因
腹股沟疝嵌顿急诊来到该院 ，
因为嵌顿的时间越长， 肠坏死
的可能性越大， 该院为其开通
了绿色手术通道。 96 岁高龄患
者李爷爷 ， 腹股沟疝 7 年余 ，
因平时休息或平卧时疝块可自
行消失， 未引起重视。 近一年
来， 疝块逐渐增大， 已严重影
响到日常生活， 决心手术治疗，

慕名来到该院普外科诊治。
高龄老人患者往往面临着

器官功能衰退， 手术和麻醉耐
受性差， 手术风险极大。 在该
院普外科和麻醉科精诚协作下，
先后为 2 位患者实行了腹股沟
疝修补术。 手术历时 2 小时余，
术中一切顺利 ， 出血仅 20 毫
升。 术后给予加强抗感染、 营
养支持治疗。 在普外科医护团
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 日前，
朱爷爷恢复良好 ， 痊愈出院 ；
李爷爷不日亦可康复出院。

该院普外科主任吕海涛介绍
说， 腹股沟疝是一种严重影响患
者生活、 工作甚至危及生命的疾

病， 早期患者会感到疼痛、 下腹
坠， 严重者会造成肠嵌顿、 肠坏
死， 甚至威胁生命。 近年来， 70
岁以上的老年腹股沟疝气患者人
数不断增加， 老年人肌肉薄弱，
肌能下降， 患病率更高， 切不可
因疝 “小” 而不为。 手术是唯一
的治愈方法， 一旦延误治疗， 患
者的疝气增大， 疼痛加重， 影响
行走， 到时即便手术也会严重影
响预后。 多年来， 该院普外科医
护团队不断积累治疗及护理经
验， 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
方法， 其特点强调个体化、 综合
化的治疗和护理， 一直不断地为
众多的高龄疝气患者排忧解难。

“三下乡”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