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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 本报讯 (通讯员 邓涵 李康
花) 11 月 17 日，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团委应团州
委邀请， 到吉首市河溪镇小学
开展 “送希望·医助力” 义诊及
“五进” 志愿服务活动。

义诊现场， 专家为学生们
开展了常规体检 、 视力筛查
等 ， 并 发 放 儿 童 保 健 手 册 。
同时 ， 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学生们讲解了生活饮食指
南 、 科学用眼 、 预防常见眼
疾病及近视等相关知识 ， 并
建立健康档案 ， 引导学生们
关注自身健康 。 学生们纷纷

表示 ， 从活动中学到了许多
关于健康生活和保护眼睛的
基础知识 ， 决心改掉不良习
惯， 加强体育锻炼。

除了全方位义诊咨询和健
康规划指导服务外， 志愿者们
还针对全校师生开展了 “现场
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 ” 培
训， 旨在进一步增强教师和学
生的应急救护能力及实践操作
能力 。 现场救护培训团队就
CPR (心肺复苏) 急救技术、 气
道异物梗阻 (海姆立克) 的急救
技术、 创伤救护 (止血、 包扎、
骨折固定 ) 等为该校师生开展

了理论授课及操作培训。 整个
培训过程学员们认真听讲， 反
复练习。 培训后， 部分学员还
通过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后 ，
获得了由湖南省紧急医学救援
培训中心颁发的 “第一目击者”
合格证书。

据悉 ， 自今年 6 月该 院
“五进 ” 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以
来， 已先后在校园、 企业、 机
关、 社区、 军营等场所举办急
救知识科普和急救技术现场培
训活动近 40 次， 受益群众上万
人次，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高度
赞扬和充分肯定。

�本报讯 (大众卫生报全媒体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曾磊) “幸
好来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如果
截肢， 我们真的无法接受。 真心
感谢唐举玉教授团队为孩子保住
了双脚。” 近日， 湘潭一名 8 岁
儿童双足遭大货车碾压， 致使双
足大面积皮肤套脱并缺损， 面临
截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手显微
外科专家团队运用穿支皮瓣移植
技术， 通过两期手术为患儿成功
保肢。

今年 9 月， 湘潭市雨湖区突
发一起交通事故， 8 岁儿童小杰
双足被大货车碾压。 事发当日，
小杰被送往当地医院急诊进行了

清创缝合、 真空封闭引流等治
疗， 后因病情较为严重， 转至湘
雅医院手显微外科。

入院时， 小杰的伤情比较严
重， 双足大面积皮肤套脱并缺
损， 保肢难度很大。

湘雅医院骨科主任、 手显微
外科学科带头人唐举玉教授了解
小杰的情况后表示， 像这种情
况， 在以往都会选择给他进行截
肢治疗。 截肢手术虽然相对简
单、 恢复快， 但势必会给孩子未
来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 而且对
孩子心理成长也会造成很大的障
碍。 分析了具体情况之后， 还是
决定给他实施保肢手术。

10 月 8 日上午， 在长达 8
个小时手术里， 唐举玉为小杰
进行了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移
植术、 右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穿
支皮瓣移植术， 顺利完成了一
期手术治疗， 术后小杰患处恢
复良好。

10 月 20 日上午， 在二期手
术中， 唐举玉为小杰进行了旋肩
胛动脉穿支皮瓣移植术、 胸背动
脉穿支皮瓣移植术、 左侧旋股外
侧动脉穿支皮瓣移植术修复右
足。 相比一期手术， 这次手术更
大、 难度更高。 在唐举玉团队的
共同努力下， 历经 11 小时手术
最终顺利完成。

�����本报讯 （通讯员 黎德华） 近日， 娄底市
新化县人民医院五官科顺利完成一例右中耳
胆脂瘤切除+脑脊液耳漏修补+面神松解减
压术， 成功为患者解除头晕头痛及面瘫等问
题， 其中脑脊液耳漏修补+面神松解减压术
为该县首例。

据了解， 患者袁先生半年前开始反复头
晕头痛， 右耳反复流脓， 听力下降， 继而右
侧面瘫， 眼睛闭不拢， 光线刺激就会流泪，
严重影响生活工作。 袁先生在外院治疗 10
多天， 完全没有改善， 头晕头痛加重， 遂来
到新化县人民医院五官科就诊。

经完善相关辅助检查， 接诊医生仔细查
看、 分析病情， 考虑右侧中耳胆脂瘤致面瘫
可能性大， 在取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 为其
进行手术治疗。

新化县人民医院五官科专家苏流芳介
绍， 很多患者在耳朵反复流脓时未给予足够
的重视， 未进行及时治疗， 导致听力下降、
面瘫、 颅内感染等。 目前新化县人民医院已
经常规开展显微镜下和耳内镜下中耳炎相关
手术治疗， 能及时缓解患者的病痛。

������本报讯 (通讯员 冯欣) 11 月 18 日， 永
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
工作人员来到该县河路口镇秀鱼塘村产妇任
女士家中， 为宝宝开展上门访视服务。

10 月 24 日， 任女士在该院足月分娩，
宝宝出生时体重只有 1950 克， 经该院新生
儿科医生护士的悉心照料， 宝宝身体各项指
标基本正常， 6 天后顺利出院 。 此次访视
中， 医生护士详细询问了任女士产后恢复、
奶水等情况， 了解宝宝的喂养、 睡眠及大小
便习惯， 对宝宝进行了脐部检查、 心肺听
诊、 神经行为评定等基础检查， 并耐心指导
母乳喂养技巧， 传授婴儿抚触、 被动操的方
法， 还为宝宝送去了温暖的新棉袄。

“零距离” 访视将贴心服务和温暖关怀
送进产妇家中， 进一步提高了新生儿父母的
家庭保健护理能力， 得到了产妇及家属高度
认可和赞誉。

本报讯 (通讯员 包庆华 于劲松) 11 月
18 日， 永州市宁远县红十字会走进湖南中
明新材料有限公司， 为公司一线 42 名员工
开展了应急救护知识培训讲座活动。

培训现场，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老师向
员工们讲授了心肺复苏 、 气道异物梗塞 、
创伤救护等救护知识。 传授如何抓住最有
效的 “黄金 4 分钟” 开展急救， 并利用人
体仿真模型进行心肺复苏、 气道异物梗塞、
止血和骨折包扎等实操模拟演示， 理论结
合实践， 生动细致地传授操作要领， 让员
工们学会应急救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据悉， 宁远县红十字会走进学校、 社
区、 机关、 企业、 乡村开展应急救护知识
培训， 深入推动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五进”
工作， 旨在提高公众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
伤害的自救互救能力， 努力营造 “人人学
急救， 急救为人人” 的社会氛围， 最大限度
地保护人的健康和生命。

������本报讯 (通讯员 石颂军 )
11 月 17 日 ， 邵阳市新邵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来
到该县陈家坊镇黄山坪学校
和石桥边学校 ， 抽取中小学
校食堂营养餐和公用餐具进
行专项监测 ， 同时开展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身高 、 体重测
量和农村学生营养餐卫生监

测工作。
本次学生营养餐卫生监

测和学生身高 、 体重测量工
作 主 要 涉 及 全 县 15 个 乡 镇
28 所学校的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 ， 在这 28 所学校采集农村
学生营养餐的相关食材如大
米 、 食 用 油 、 蔬 菜 、 肉 类 、
鸡蛋等进行卫生检测 ， 若有

超标样品 ， 将第一时间反馈
给县食安部门和相应的学校 。

为了更好地开展此项工
作 ， 新邵县疾控中心联合有
关部门对具体工作方案与工
作开展的细节问题展开讨论 。
随后 ， 县疾控中心组织开展
监测工作 ， 目前农村学生营
养监测任务已完成 80%。

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 ��近月来， 衡阳市祁东县
卫健局、 县老年科协卫健分
会组织老专家， 携手青年医
务工作者， 开展“颂党恩重
晚晴·我为群众办实事” 服务
健康暖冬行动。 图为近日，
医务人员在该县杨家台村为
当地村民义诊。

通讯员 何晓晓 摄影报道

健康服务暖冬行

义诊宣教培训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