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由长沙市开福区卫生健康局、 开
福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办， 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承办的新生儿复苏技术培训
班开班。 本次培训分为理论授课、 操作训练
及考核两个环节， 新生儿复苏专家团队对辖
区 5家助产机构的学员们进行了手把手的操
作训练， 逐一进行操作考核。

通讯员 张帅 摄影报道

本报专访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思雨 杨正
强） 家住长沙的王军 （化名） 手
指出现肿胀不适， 他没有进行任
何处理， 直到病情加重， 最终被
确诊为指骨结核时， 他才直呼后
悔。 9 月 13 日， 湖南省胸科医院
骨科主任肖经难提醒， 单纯指骨
结核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 易被
大家忽视， 后期病情加重会出现
手指畸形， 严重者还会出现死骨
甚至破溃流脓。

1 年前， 32 岁的王军在没有
明显诱因下， 右手中指出现肿胀。
起初只是轻微的胀痛， 对生活没
有造成影响， 王军没有把这事放
在心上， 也没有进行处理。

直到今年 8 月初， 王军的中
指肿胀得愈加厉害， 手指伸屈都
变得吃力， 就连握个拳头都使不
上劲。 他这才前往当地医院就诊，
经检查考虑结核可能。 随后， 王
军来到了湖南省胸科医院骨科 ，
被确诊为指骨结核。 肖经难带领
医护团队根据王军的病情为其制
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经过治
疗， 王军的症状明显好转。

肖经难说， 单纯指骨结核一
般没有明显的全身症状， 早期局
部轻微肿胀， 以后局部肿胀明显，
疼痛随之增加。 由于其起病缓慢，
全身症状隐匿， 极易被忽视， 后
期病情加重可能面临截指风险。

������本报讯 （通讯员 何穰） 长沙
38 岁的姜女士是个正孕育着三胎
的幸福妈妈。 近几个月来姜女士
发现自己排便时肛内会有肿物脱
出， 需手助回纳， 偶尔还便血胀
痛， 最近几天症状更是突然加重，
肿物脱出嵌顿于肛门口， 手助都
不可回纳。 眼看预产期将近， 姜
女士连续多天无法进食和排便 ，
担心病情影响胎儿健康， 她来到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
肠一科就诊。

该院肛肠一科主任曾娟妮教授
接诊后仔细检查问诊得知， 姜女士
有高脂血症、 乙肝、 多囊卵巢综合
征等多种疾病。 根据其症状、 体征
及舌脉情况， 中医辨证为 “湿热下
注”， 诊断为 “混合痔” 并发肛乳
头纤维瘤。 随后， 曾娟妮团队为姜
女士实施 “复杂性混合痔外剥内扎
术+肛周常见疾病套扎治疗+肥大
肛乳头切除术”。 术后， 予以预防
感染、 止痛、 补液及中药湿敷、 专
科换药等一系列综合治疗， 姜女士
恢复顺利。

“肛乳头瘤是肛门直肠常见的
良性肿瘤之一。” 曾娟妮表示， 姜
女士患此病主要是孕期长期便秘，
肛内肿物反复脱出， 造成炎症刺激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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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谢君
英 ， 从医 25 年 ， 担任科主任 11
年， 她始终将 “医生” 这个职业作
为执着追求的事业， 用严谨细致的
工作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深
刻诠释了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为无
数呼吸疾病患者解除病痛， 带来生
的希望。

精心培植学科专业优势

谢君英于 2008 年任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以来， 不仅以身作
则、 严于律己， 而且对下级医生要
求严格。 为提升科室整体医疗水
平， 该科连续引进数名研究生， 谢
君英每周四进行科内学术讲课， 分
析危重疑难病例， 总结临床工作经
验； 科室医护人员轮流被派出进修
学习或参加市内、 省内各种学习班
与学术论坛； 通过更新设备、 开展
新项目新技术， 该科呼吸重症常见
病、 疑难病的诊治达到了市内先进
水平。 如今， 在她的带领下， 该科
熟练开展了无创呼吸机、 电子支气
管镜下 （无痛） 检查及灌洗 、 注
药、 冷冻等各种镜下治疗， 形成了
呼吸内科技术特色。

最近， 该科接受了国家三级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规范化建设

项目线上评审， 并通过了相关专家
组的评审认证， 标志着科室建设正
式迈入全国呼吸与危重症规范化项
目建设的先进行列， 验证临床诊治
能力显著提升。

精准施行支气管镜诊疗

支气管镜是目前呼吸科检查及
治疗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在疾病
的治疗领域具有无痛、 微创、 精准
等特点。 电子支气管镜下介入治
疗， 既能准确地解决患者的痛苦，
又能避免外科手术治疗。

89 岁的患者王爷爷连续 1 个
月反复出现发烧、 咳嗽、 腹胀等症
状， 后来发生休克时被送往该院救
治， 经检查确诊为脓毒血症、 左下
肺感染。 抗感染治疗一个疗程后仍
然咳嗽， 谢君英决定采用无痛支气
管镜为其引流灌洗、 注药治疗， 让
药物精准到达病灶， 更好更快地发
挥作用。 两次支气管镜治疗后， 王
爷爷咳嗽症状明显好转。

作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 为了让科里医师们兴趣和能力
完美 “结合”， 谢君英根据大家的
爱好和特长安排亚学科专业组， 如
慢阻肺哮喘组、 肺癌组、 重症组、
间歇性肺病组、 肺血管病组。 通过
亚专业分组， 让医师们专攻擅长领

域， 力争更准确地判定患者的疾
病。

78 岁的哮喘患者陈奶奶， 同
时患有慢阻肺， 最近老人出现嗜
睡、 呼吸衰竭等情况。 原则上要转
至 ICU 重症监护病房救护 ， 但家
属因医药费较昂贵 而拒绝转至
ICU， 要求在呼吸内科进行治疗 。
因此， 谢君英带领医护人员为其使
用无创呼吸机以及药物对症治疗，
陈奶奶后来呼吸衰竭现象明显好
转， 住院一周后顺利出院了。

精细做好患者预后康复

谢君英表示， 呼吸功能的康复
锻炼很重要， 直接关乎患者的生活
质量， 在康复阶段要多活动、 多做
呼吸操， 促进康复。

呼吸功能康复锻炼主要针对有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症状， 导致日常
生活能力下降的患者， 通过专业康
复护士对患者进行评估， 制定呼吸
康复计划， 并融入患者个体化治
疗。 通过做呼吸操等方式的锻炼，
能稳定或逆转疾病的全身表现而减
轻症状， 优化呼吸功能状态， 增加
患者参与合作度， 尽可能地使患者
的呼吸功能达到一个较好的水平，
减少住院次数， 减轻经济负担， 提
高生活质量。

������本报讯 （通讯员 邓涵）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心
胸外科团队在名医工作室罗万俊教
授的指导下， 成功完成 3 例心脏体
外循环手术， 开启了该院心胸外科
发展的新篇章。

近年来， 心脏疾病一直是威胁
人类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 而心胸
外科是具高挑战、 高难度的医学领
域之一， 该领域手术需要高超操作
技巧， 对医疗技术团队的整体实力
要求更高， 因而湘西州内很多患者
往往要跑到外地就诊， 不仅耗费了
大量的时间精力， 也加重了患者的
经济负担。

54 岁的梁女士因长期胸闷气
短心悸、 活动耐力下降等症状， 前
往上级医院就医， 诊断为心脏瓣膜
疾病， 二尖瓣中重度狭窄并关闭不
全、 主动脉瓣中度返流、 三尖瓣大
量返流， 并且有心脏扩大、 房颤、
肺动脉高压、 心功能 III 级、 肺部
感染等症状， 需实施手术治疗。

9 月 8 日， 心胸外科手术团队
在罗万俊教授指导协作下， 为梁女
士施行了全麻体外循环下二尖瓣及
主动脉瓣机械瓣置换、 左房血栓清
除、 左心耳缝闭术， 顺利解除了她
的 “心头大患”。

此外， 罗万俊教授和心胸外科

医疗团队先后为患有主动脉瓣重度
狭窄的患者实施了主动脉瓣置换
术； 为二尖瓣狭窄、 三尖瓣返流的
患者开展了二尖瓣置换、 三尖瓣成
形、 左房成形术。 目前， 3 名患者
恢复良好， 均已从 ICU 转至普通
病房进行康复治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
院作为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积
极引进心胸外科专家， 购置了心胸
外科手术所需先进设备， 并先后派
出专业人员到省内外进修学习， 大
大提高了心胸外科学科建设和诊疗
水平， 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一流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

情 系 呼 吸 守 护 生 命
———记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谢君英

本报通讯员 管华林 李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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