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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祝群 穆红香） 7 月 15
日， 岳阳市出生缺陷防控适宜技术培训暨首届
出生缺陷综合防控洞庭论坛举办， 活动由岳阳
市卫健委主办， 市妇幼保健院承办。 本次培训
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授课， 通过理论讲解， 对出
生缺陷防控相关知识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并且
采取线上同步直播。

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袁
永一教授讲述 《新生儿听力与耳聋基因筛查的
意义及结果解读》，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小儿
心血管外科吴忠仕主任、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妇产科王新教授分别讲述了 《胎儿先心病咨
询》 《胎儿先天性心脏病预防与干预》， 湖南
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科彭莹博士讲述 《重型
地中海贫血防控策略》，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医
学遗传中心主任宋婕萍讲述 《超声软指标的遗
传学诊断与咨询》。

本报讯 （通讯员 邹巧) 7 月 25 日， 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卫健局举办麻醉药
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规范化管理培训班， 县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45 家乡镇卫生院、
各民营医院共计 104 人参加培训。

永顺县卫健局组织县人民医院药学专家就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知识和规范化管理、
癌痛的规范化处理等方面内容作了详细的讲
解， 并通报了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
神药品监督管理情况。

培训会后， 还对所有参训人员进行了统一
考试， 成绩合格者， 统一下发正式文件， 并公
布具有麻醉药品处方权资格人员名单， 授予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权及调剂权。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哲 王忠武） 7 月 28
日， 常德市澧县澧西街道高路铺社区王奶奶参
加了计生特殊家庭 “医疗绿色通道” 免费体
检， 澧县街道卫健办主任王中武为她家送来
800 元 “生育关怀” 慰问金。

近年来， 澧县澧西街道卫健办坚持 “点线
面 （夯实核心点、 绘好连接线、 拓宽服务面）”
结合， 着力提升卫健工作服务能力， 多措并举
增强卫健服务能力和卫监执法效能， 推进卫健
工作提质增效， 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东红 刘妮） 7 月 26 日
至 29 日， 娄底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巡查组
深入各县市区对全市各级各类民营医院、 精神
专科医疗机构开展综合巡查行动和依法规范执
业排查整治行动。

巡查专家组由娄底市卫健委行政人员牵
头， 抽调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医院感染质量控
制中心相关专家组成。 采用听取汇报、 查阅资
料、 实地查看、 线索追踪等方式， 从机构设
置、 依法执业、 运行管理、 疫情防控等四个方
面对 36 家民营医院、 11 家精神专科医疗机构
进行检查， 全面、 深入、 细致开展问题排查整
治工作， 针对各医疗机构存在的问题， 现场进
行了反馈， 并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 7 月 29 日， 衡阳市祁东县卫健
局组织该县中医医院、 县老年人服务
中心、 县老科协卫健系统分会专家和
医务人员， 在街心公园开展“老年健
康宣传服务周” 活动。 图为该县中医
院医务人员为老人免费测量血压。

通讯员 何晓晓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
讯员 李青霞） 7 月 30 日， 爱
尔眼科发布重磅公益战略： 未
来十年捐资 200 亿元， 助力打
造可持续眼健康公益生态， 构
建一个覆盖更广泛人群的眼健
康公益生态圈， 推动系统性解
决社会眼健康问题， 让人人享
有可及、 优质的眼健康服务。

我国是世界上盲和视觉损

伤患者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
国眼健康白皮书》 显示， 我国
白内障、 青光眼、 眼底病等年
龄相关性眼病不断增加， 近视
人口数已经超过 6 亿， 居世界
首位。 与此同时， 我国眼科医
生缺口也很大， 全国共有 4.48
万名眼科医生， 约平均 5 万人
才有 1.6 名眼科医生， 且大多
集中在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医

院， 农村及偏远地区医疗资源
严重匮乏， 很多常见眼部疾病
患者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而
失明。

据悉 ， 200 亿元中 ， 100
亿元将通过爱眼公益基金会主
要开展眼健康公益事业； 另外
100 亿元， 将通过湘江公益基
金会主要集中在眼科人才培养
和学术科研发展上。

为群众免费
测量血压

�����本报讯 （通讯员 周鹰 罗宏
灿） 日前， 湘潭市多学科合作成
功救治一例羊水栓塞孕产妇 32
岁的朱某， 母婴平安， 康复出
院。

朱某末次月经 2021 年 9 月
30 日， 预产期为今年 7 月 7 日。
预产期当日， 因 “胎膜早破” 由
家属就近送至湘潭市雨湖区湘鹤
医院待产。 当朱某有分娩迹象被
送入产房后， 突发抽搐， 出现意
识丧失、 生命体征指标持续下
降、 凝血功能障碍等危象， 医院
诊断考虑为 “羊水栓塞”， 立即
下达病危通知， 同时启动院内及
区级危重症孕产妇救治应急预
案。

湘潭市卫健委接到湘鹤医
院上报关于朱某发生羊水栓塞的
病情后， 市卫健委一把手亲自调
度， 分管领导和科长紧急落实，

第一时间启动了全市急救预案，
连线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湘雅医院专家远程视频
指导、 市级专家紧急赶赴现场支
援， 迅速组建了一支由湘潭市中
心医院、 市一医院和市妇幼保健
院集妇、 产、 重症医学、 麻醉、
血液等多学科专家汇集的市级
医疗救治团队， 自带先进的急
救设备、 药品等赶赴现场救治。

到达现场， 该孕妇已羊水
栓塞并发休克、 DIC……致昏
迷， 专家团队马上制定救治方
案， 立即行紧急剖宫产后， 孕
妇腹腔内出血不断， 给抢救增
加了很大难度， 专家们在手术
台前， 边抢救边会诊， 与家属
充分沟通后， 快速采取器官切
除， 足量使用血液制品、 纤维
蛋白原， 实施高级生命支持等
系列抢救措施。

通过湘潭市卫健委的精密
部署， 学科团队的紧密配合，
20 余名专家近 7 个小时紧张、
有序的救治下， 产妇终于转危
为安。 之后， 大家连夜将其转
入市中心医院 SICU （外科重症
监护病房） 继续救治。 当晚市
中心医院立即组织全院大会诊，
完善诊疗方案， 经过医护人员
连日来的精心治疗与护理， 朱
某平稳度过了感染、 多器官功
能损害等险要病情关口， 母婴
平安， 已康复出院。

羊水栓塞号称 “产科杀
手”， 是由于分娩过程中羊水进入
母体血液循环而引起的肺动脉高
压、 低氧血症、 循环衰竭、 弥散
性血管内凝血 （DIC） 以及多器官
功能衰竭等一系列严重症状的综
合症。 羊水栓塞难以预测、 发病
突然、 病情凶险且病死率高。

成功抢救 1例羊水栓塞孕产妇

������本报讯 （孙红丽） 炎热的夏
季是中暑的高发季节， 人体为什
么会中暑？ 职业性中暑如何预
防？ 中国疾控中心官方公众号 8
月 1日发文对 “职业性中暑及工
伤认定” 进行了解析。

中暑性疾病是在高温条件下，
因 “热” 的作用而发生的一种急
性疾病。 根据工作场所气象条件
的特点， 一般将高温作业分为三
种类型： 高温强辐射作业 （干热
环境）、 高温高湿作业 （湿热环
境） 和夏季露天作业 （复合热环
境）。

中国疾控中心强调， 由于中暑
是机体内产热、 获热明显大于散

热过程不断累积的结果， 在发生
严重中暑前， 患者多会经历中暑
先兆的过程， 此时脱离高温环境
症状有可能逐渐缓解。 因此， 高
温作业人员保持对中暑发病的认
知和警醒至关重要， 在中暑先兆
环节及时就医， 能够有效防止中
暑的进一步发展， 挽救患者生
命。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 职业性
中暑属于国家法定职业病， 发生
职业性中暑需首先进行工伤认
定。 治疗病情稳定后， 如遗留有
影响劳动能力的后遗症， 应当再
次申请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四

条规定： 职工发生工伤时， 用人
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
到及时救治。 第十四条规定： 职
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
为工伤， 而患职业病的属于工伤
认定范围。 第十七条规定， 职工
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
治法规定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
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
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
病之日起 30 日内， 向统筹地区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 第二十一条规定： 职工发
生工伤， 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
存在残疾、 影响劳动能力的， 应
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湘潭市多学科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