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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继续深化精准
扶贫工作，确保困难群众能够
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
节，2月1日，市妇幼保健院党
总支成员及扶贫专干一行 6
人，来到新邵县梅岭乡梅岭村
进行春节慰问和回访。

到达该村后，她们立即到
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家里进行走
访。她们与群众亲切交谈、嘘
寒问暖，详细了解帮扶对象的
近期生活情况，经济收入和年
货置办情况等，并给他们送去

新春的温暖和美好的祝福，让
他们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和掂念。也让他们更加坚定
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决心和
信心。

此次活动共走访结对帮
扶家庭 51 户。下一步，市妇
幼保健院将继续加大精准扶
贫力度，通过落实帮扶措施、
提供物质及资金等方式，帮助
挂钩结对群众早日实现脱贫
致富。

（通讯员 黎叶 李飞燕）

情系精准扶贫户

春节慰问送温暖

本报讯 2月6日，市中心医
院举行“民以食为天，健康中国
行”膳食中心厨师技能赛。职工
食堂、营养食堂六位厨师以制作
辣椒炒肉与红烧草鱼进行比赛。

2017年以来，市中心医院
投入 240 余万元，对职工食堂

与营养食堂进行装修改造，采
取半自助就餐模式，推行明厨
亮灶、智能结算系统，随炒随
卖，就餐人员满意度从 30%增
加到 70%，被市食药监局评选
为首批安全示范单位。

（禹珀辰 陈亚红）

市中心医院

举行膳食中心厨师技能赛

记者 李超

经过一个月时间的治疗、护理，2
月 5 日上午，隆回县南岳庙镇太平新
村二组的 75 岁老人罗晏杰在市中心
医院神经外科顺利出院。

1月4日上午9时许，正在准备早
餐的罗晏杰突然倒地，深度昏迷。家人
紧急把他送入隆回县一家医院。由于
病情十分严重，当天下午4时许，罗晏
杰又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市中心医院神
经外科。

病情就是命令。危急时刻，神经外
科立刻调动骨干力量投入到对罗晏杰
的抢救之中。经过仔细检查与紧急会诊，
确定罗晏杰左侧基底节区大量脑出血，形成脑疝，并
伴随高血压病。当晚8时，由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
建荣主刀，对罗晏杰施行了左侧颅内血肿清除术和
去骨瓣减压术，经过吸除血肿，双极电凝止血等复杂
过程后，历时五个小时的手术取得了成功。

经过12天坚持不懈的临床治疗与优质护理，1月
16日，罗晏杰从深度昏迷中逐渐清醒过来。又经过半
个月的恢复，罗晏杰已经明显好转，符合出院要求。

“这一个月，我的眼泪都要哭干了，好在有神
经外科各位医护人员以及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才
将父亲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罗晏杰的女儿罗青
兰激动地说。由于家里经济条件较差，住院治疗的
费用一直要东拼西凑，但神经外科的医生坚持“救
人第一”，先为父亲进行了手术，并在手术后给予
了十分周到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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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在全市
充分发挥“号·手”引领带动作
用的青年文明号（能手）创建活
动中，市第二人民医院脑血管
病四科荣获邵阳市四星级青年
文明号集体。

该科室拥有一支年轻、朝
气蓬勃的员工队伍，这支平均
年龄不超过30岁的队伍，技术
精、乐奉献。他们以优质的服
务，便民利民措施，使病人希望
而来，满意而归。

自 2016 年开展创建市级
“青年文明号”活动以来，该科
室全体医护人员以创号为载

体，共同努力、团结拼搏，积极
参与到科室的管理与建设中
来。特别是科室的“承诺服务”、

“首问负责制”与“便民箱”、“一
杯水”等等特色，不但提高了服
务质量，也加强了环境、文化的
特色建设，带动了科室员工的
工作激情，病人满意度基本达
100%。

通过此次创建活动，脑四
科将进一步深化青年文明号的
文化内涵，打造优质服务品牌，
为医院建设添砖加瓦。

（记 者 刘 敏 通 讯
员 郭晓波）

市二医院脑四科

获市“青年文明号”称号

本报讯 1月30日起，市区7家二级
及以上公立医院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改
革。在我市公立医院推行按病种收费改
革，是根据国家和湖南省发改委、国家卫
计委、人社部相关文件精神进行的医疗
服务定价方式改革，目的是促进公立医
院建立合理的成本约束机制，规范诊疗
行为，增强内生动力，控制医药费用不合
理上涨，减轻患者和社会医药费用负担。

根据市发改委、市卫计委、市人社局

联合出台的《关于邵阳市区二级及以上
公立医院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有关工作的
通知》，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各项准
备工作。通过摸底调查、病历核查、精准
测算和专家论证，结合我市实际，形成了
市区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首批106个病
种的收付费标准。按病种收付费工作实
施后，参保人员在市区二级及以上公立
医院发生的列入按病种收费管理的病种
费用，医保按照该病种收费标准结算，不

设起付线，由个人和统筹基金分担。按
病种收费管理规定可另行收费的医用耗
材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由医保按规
定支付标准支付，超出部分患者自行支
付。各县（市）结合本地按病种收费标准
水平和医保基金实际支付能力，在不低
于市区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统筹基金支
付水平的基础上，制定本地二级公立医
院上述病种费用的医保支付政策。

（贺旭艳 王永胜）

市区7家公立医院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改革

近日，一则《在这看牙说不定染
上艾滋病！深圳神秘“黑诊所”被端》
文章在网上被流传，深圳南山区某
村一居民楼的“牙科诊所”被深圳卫
计委突击检查，检查结果令人吃惊，
当事人只有“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
的复印件，并不具备单独行医资质。
现场环境阴暗狭小，房间内摆放的
2 张牙科治疗椅也十分老旧，放置
牙科器械的地方甚至还布满污渍。
一些牙齿模具、一次性口腔器械和
药品随意摆放，使用的牙科治疗材
料不仅廉价劣质，有部分都已经失
效过期。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场
只有一个普通家庭用的消毒柜，消
毒器械没有经过高压消毒灭菌，存
在极大的“交叉感染”可能。

作为2017年通过湖南省院感迎
检，被邵阳市卫计委高度认可的示范
单位雅贝康口腔，其院长张宁表示，
作为医院，作为医生，一定要把患者
的安全健康放在首位。

在雅贝康，以“爱患如己，规范化
治疗，无菌、无痛、微创”为理念，强调

口腔治疗的标准化，注重诊疗消毒的
全程隔离，确保诊疗过程中“一人一
治疗室一医一护一机一用一消毒”。
采取生物、物理和化学三项监测，确
保消毒供应室空气各项指标达标、杜
绝在治疗中无任何交叉感染发生。

那么，如何区分口腔机构的消
毒设施呢？首先，第一印象，进入口
腔医院后的整体环境有没有让人感
觉舒服，诊室里面有没有脏乱差。
牙椅摆台上是否贴有一次性蓝膜，
医护人员给患者操作时有没有带一
次性手套，有没有遵循四手操作配
台要求，所使用的器械包装是否完
好，有无破损现象，是否经过高温高
压消毒等，消毒后的口腔器械，其包
装上的指示胶带或标签将达到灭菌
标准的颜色。这些都是判断医院消
毒、卫生的基本依据。

张宁院长也提醒大家，一定要
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千万不要
到无任何行医资质，卫生条件差，医
疗设备落后的场所就医，以免带来
极大的健康隐患。 （石胜男）

安全为上

市民应谨慎选择口腔机构

记者 李超

这段时间，李女士的腿部
一直瘙痒难忍，一抓就掉皮
屑，而且越抓越痒，并且有从
小腿向大腿、腰腹部扩散的迹
象，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抓出血
痕，开始结痂。无奈之下，李
女士来到医院就诊，结果医生
告诉她，这是冬季瘙痒症，与
洗澡次数过频有很大关系。

“这已经是春天了，为什么还
得了冬天的病呢？这和洗澡又
有什么关系呢？”李女士十分
不解。

“尽管已是初春，但气温仍
然较低，皮肤还是会很干燥，甚
至出现瘙痒，一抓就掉皮屑，所
以仍然会患上冬天较为常见的
冬季瘙痒症。”2月6日，邵阳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何
湘副教授介绍，冬季瘙痒症的
典型表现为皮肤干燥、脱白色
皮屑、瘙痒难耐。冬季瘙痒症开
始没有任何皮疹，反复挠抓后
可出现丘疹、抓痕、血痂、色素
沉着，甚至出现湿疹样变、苔藓
样变、脓皮病以及淋巴管炎和
淋巴结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呢？何湘表示，皮肤皮脂减少及
水分丢失是冬季皮肤瘙痒症发
病的主要原因。造成皮脂缺乏
的因素很多，包括年龄、环境气
候、营养不良、皮肤萎缩、贫血、
内分泌功能减退、角层贮藏水

分的完整性破坏等等。冬季瘙
痒症好发于老年人，成人和小
孩也会出现，多从小腿前面及
上肢开始，可遍及全身。

何湘表示，从门诊的情况
来分析，沐浴频率过高、方式
不正确是冬季瘙痒症的重要
原因。那么，如何应对冬季瘙
痒症呢？

何湘表示，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以及生活条件的提
升，在洗澡这个问题上，不少
市民都是一天一洗，甚至是一
天两洗、三洗，即便是冬天也
不例外。频繁洗澡，使得保护
皮肤表层的皮脂减少。同时，
过度使用沐浴露、香皂，更容
易洗掉皮肤表层的皮脂，失去
皮脂的保护，皮肤自然容易受
到伤害。

何湘建议，在冬末春初，特
别是天气较为寒冷的时候，市
民还是应适当减少洗澡的次
数，以一周1-2次为宜。同时水
温不宜过高、时间不宜过久，并
尽量减少使用沐浴露、香皂。洗
澡后，可以适当涂抹一些护肤
品，用以保护皮肤。

此外，何湘还提醒广大市
民，要预防冬季瘙痒症，要坚持
科学的饮食习惯，多喝水，多食
蔬菜和水果，不吃辛辣的食物，
不喝酒，不嚼槟榔。同时要选择
纯棉制品的贴身衣物，注意合
理取暖，不宜使用电热毯、电烤
炉等。

别太勤

小心“瘙痒症”

本报讯 近日，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成功为一例巨大甲亢合并重症肌无
力患者施行甲亢手术。该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患者的成功救治，一方面反映
了医患之间的信任以及良好的医患关系
能够给某些罕见病例以成功救治的机
会，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该院甲状腺手
术的精湛技术及多学科合作的优势，为
今后诊治类似疾病提供有益的经验。”

这名患者为28岁年轻男性，甲亢病史
已有10余年，长期服用抗甲亢药物，效果欠
佳，病情出现反复。其双侧甲状腺肿大明
显，伴颈部压迫不适感，活动后气促明显。

近半年因眼睑下垂加重、睁眼无力，被确诊
“重症肌无力”。由于抗甲亢药物治疗效果
欠佳，且引起的胃肠道反应较重，患者不愿
长期服药，强烈要求手术治疗。

据了解，甲亢合并重症肌无力，临床
上较少见。甲亢合并重症肌无力患者行
手术风险极大，重症肌无力随时可能出
现重症肌无力危象，引起呼吸肌无力，从
而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而手术及麻
醉均可能诱发以上危急情况。

但患者及家属手术意愿强烈，并充
分给予该院医护人员信任。在甲乳科主
任李洲成的主持下，甲乳科与神经内科、

麻醉科、ICU等科室进行了综合会诊，充
分评估了该患者的手术风险并制定了详
细的应对措施。李洲成主任医师亲自主
刀，成功为该患者施行甲亢手术。手术
顺利，术中出血少，术后转入ICU密切观
察，术后1天顺利拔除气管插管，转入甲
乳科继续治疗，术后6天顺利出院，且未
出现声嘶、面麻、抽搐、呛咳、呼吸无力等
并发症。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全
球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推进，该院将紧跟
医学前沿发展趋势，不断提升医疗水平，
致力于给广大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治
疗。 （贺旭艳）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传来好消息：

一例巨大甲亢合并重症肌无力手术成功

2月5日，双清区石桥街道卫计办组织医务工作者在邵阳大道与邵石路交汇处开展中老年人义务问诊，免费发放健康

宣传手册500余份，叶酸200盒，前来问诊的群众络绎不绝。 申亮友 钟 能 摄影报道

洗澡洗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