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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

�7 月 1 日 ， 湘潭市第一人
民医院儿科主任 、 主任医师张
国勋被湘潭市卫生健康委授予
“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以表彰
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心系患
儿、 精益求精的崇高精神。

今年 4 月， 一名新生儿因Ⅲ
度羊水粪染， 出生后反复呻吟、
呼吸急促， 被迅速转院到湘潭市
第一人民医院。 张国勋立即进行
紧急抢救， 发现患儿的血氧饱和
度持续低下， 体温上升， 全身皮
肤出血、 胃出血， 出现了弥散性
血管内凝血症状。 实验室检查呈
严重脓毒症表现， 炎性指标达到
正常值的数百倍， 这是新生儿早
发型败血症的表现。

张国勋意识到 ， 新生儿早
发型败血症进展迅速 、 病情凶
险， 一旦出现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症状， 就很难救治成功。 他便立
即给予气管插管通气呼吸， 急用
美平、 青霉素、 丙种球蛋白等药
物进行抗感染治疗； 输注肝素、
血浆、 血小板纠正凝血机制……
抢救有条不紊地进行， 患儿度过
了道道难关， 3 天后患儿脱离危
险， 26 天后康复出院。

今年 2 月 ， 张国勋接诊一
名 4 岁女童， 女童因在多家医院
治疗后病情却总是反反复复， 反
复哮喘、 咳嗽一年多， 家长忧心
不已。 张国勋仔细体查及详细询

问病史后， 发现她的鼻咽后部有
分泌物返流， 立即安排五官科专
家对患儿作鼻咽镜检查， 最终诊
断为 “上气道综合征+咳嗽变异
型哮喘”。 病因查明， 张国勋对
患儿作清洗鼻腔、 雾化、 抗过敏
治疗两周后， 困扰女童一年多的
顽症明显改善， 再经规范化巩固
性治疗即痊愈。

去年 2 月， 张国勋的父亲因
急性脑梗塞住院治疗 ， 家人想
要学医的儿子去照看 。 可医院
收治了一位年仅 14 个月的新冠
肺炎患儿 ， 身为儿科主任的张
国勋正在担任患儿救治任务脱
不开身 。 救治一岁多的新冠肺
炎患儿 ， 当时国内外尚无经验
可循 ， 完全要靠创新 ， 张国勋
参照治疗流感和 “非典” 的经
验， 结合幼儿特点， 自创重组人
干扰素雾化治疗方案， 他考虑到
干扰素中含有可能诱发患儿气道
痉挛的苯甲酸， 而多方寻求儿童
可用剂型， 确保用药安全， 并不
断优化治疗方案， 十多天就让这
位湖南最小新冠肺炎患儿痊愈出
院； 张国勋将治疗新冠肺炎患儿
经验发表在 《中国当代儿科杂
志》 上， 供同行交流学习。

在临床中， 张国勋发现
儿童出现了抑郁症和性早熟
等现象， 将对儿童的身心健
康造成极大伤害， 严重影响

成年后身高 。 他派人到全国治
疗小儿内分泌疾病技术领先的
同济医院进修 ， 创立了规范的
儿童矮小 、 性早熟 、 抑郁症专
科门诊 ， 并争取到中华少年儿
童慈善基金会的免费救助 ， 于
今年 3 月正式挂牌成立， 目前正
为一名矮小贫困留守儿童进行
免费救治 。 慢性咳嗽 、 哮喘 、
过敏性鼻炎等疾病 ， 也是令家
长们揪心的儿童呼吸系统疾病。
为此 ， 张国勋联合五官科成立
专科门诊 ， 使这类疾病能得到
“一站式” 治疗。

翻开张国勋 19 年来的诊疗
记录， 共接诊患儿 8 万余人次，
收治住院 3 万余人次， 救治重症
手足口 、 甲流重症肺炎 、 腺病
毒肺炎合并中毒性脑病等危重
症 病 例 6000 余 人 次 。 他 说 ：
“病人的需要， 就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 ， 每一位患儿的痊愈 ， 都
会让我的职业自豪感油然而生；
每一位家长的支持和认可 ， 都
是我不懈前行的动力 ； 全方位
关爱儿童的身心健康 ， 是我们
每位儿科医生不变的理念。”

本报通讯员 段斌

“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方向”
———记湘潭市“优秀共产党员”张国勋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建平 李
明幸) 近日， 由常德市石门县医
疗保障基金集中整治工作协调机
制办公室牵头， 县医保局、 卫健
局、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组成综合
督导检查组， 进行为期两个月的
全覆盖督导检查全县医保基金经
办机构、 4 家大病保险及意外伤
害业务承办保险公司、 176 家定
点医药机构。

据了解， 此次督查整改活动
主要督导检查医保经办机构 、
业务承办保险公司内审制度不

健全 、 基金稽核不全面 、 履约
检查不到位 、 违规办理医保待
遇 、 违规支付医保费用 、 内部
人员 “监守自盗” “内外勾结”
等行为 ； 定点医疗机构分解收
费 、 超标准收费 、 重复收费 、
套用项目收费 、 不合理诊疗 ，
串换药品 、 耗材和诊疗项目等
行为； 定点民营医院诱导参保
人员住院 ， 虚构医疗服务 、 伪
造医疗文书票据 、 挂床住院 、
盗刷社保卡等行为 ； 定点零售
药店聚敛盗刷社保卡 、 诱导参

保人员购买化妆品、 生活用品等
行为。

督导检查小组紧扣医保基金
专项整治工作重点， 突出靶向纠
治， 深度 “扫描” 医保基金管理
使用的各环节， 应查尽查， 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举一反三，
全面查堵漏洞， 督促整改落实；
检查发现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将依法依规分类处理， 确保医保
基金安全、 高效、 合理使用， 坚
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 “看病钱”
“救命钱”。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海峰) 9 月 28 日
至 30 日， 湖南省 2021 年国家基层医疗
机构尘肺病康复站建设工作培训会召开，
衡阳常宁市水口山镇中心医院、 柏坊镇
中心医院参加培训会。 这两家单位 7 月
份立项成为常宁市首次在国家基层医疗
机构建立尘肺病康复站的试点单位， 并
按照要求将在今年 12 月完成国家尘肺病
康复站建设验收， 为常住 100 名尘肺病
患者提供优质的康复服务。

本次培训旨在贯彻落实财政部、 国
家卫健委关于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有关要求， 扎实有效推进湖南省第二批
尘肺病康复站建设任务的完成。 全省共
39 个创建尘肺病康复站基层医疗机构单
位参与培训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 郑有为) 近日， 永州
市新田县召开 2021 年乡村两级计划生育
业务工作培训会， 会议对近年来全县人口
计生和计生协工作进行总结， 对下一阶段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对人口监测家庭
发展计生业务、 人口计生政策、 妇幼健康
优生优育、 计生协会政策知识、 计生协会
基层能力建设、 计生特殊家庭 “三个全覆
盖” （就医 “绿色通道”、 温情联系人制
度、 家庭医生签约全覆盖）、 计划生育保
险等内容进行了培训。

会议要求， 以满足育龄群众和计生家
庭健康、 幸福生活新需要为己任， 向群众
宣传引导人口计生新政策、 关爱计生特殊
家庭、 关怀服务群众，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 大力宣传 “三孩” 政策， 做好村两委
的好帮手和乡村振兴的 “助推器”。 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充分发挥计生协群团
组织的优势， 积极参与卫生健康服务， 不
断提升计生协会基层能力建设， 为促进全
民健康注入新活力。

�������近日， 郴州市汝城县卫
生健康局组织县乡医疗机构
深入县内各中小学校开展秋
季学生结核病筛查工作。 图
为 9 月 30 日， 该县延寿瑶族
乡卫生院医务人员在乡中学
开展结核病筛查工作。

通讯员 朱忠达
胡梦卿 摄影报道

���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星懿) “我老伴
患有高血压、 脑梗、 心梗等慢性疾病多
年， 现在腿脚也不方便了， 几乎不出门。
今天，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党员入户
上门做健康宣教， 不仅查看了我们的体
检报告， 又指导我们用药， 真是为社区
居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大实事 !” 近日，
郴州市北湖区北湖街道百货站小区的李
大爷动情地说道。 当日上午， 郴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科普宣
传暨 “9·29 世界心脏日” 健康义诊主题
党日活动。

与此同时， 该院胸痛中心党支部结合
第 22 个世界心脏病日 “以心相连·以心相
通” 的健康主题， 在北湖街道悦秀名城小
区门口同步开展 “健康义诊+心肺复苏急
救演练” 活动。 胸痛中心党支部书记肖江
梅及支部党员彭能斌、 护士何玉凤等对前
来咨询问诊的居民进行详细讲解， 并为小
区居民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急救技能。 活动
当天接诊咨询居民 200 余人。

筛查学生结核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