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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习惯 预防手足口病

﹃熊猫大侠﹄
——

患儿病情发展快，会导致脑
炎，
呼吸系统严重受损，
不及
通讯员 李睿佼 朱宁
时治疗甚至导致死亡。
7 月 10 日，尽管临近暑
市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
假，但大祥区小博士幼教中 防治科工作人员表示，
要预防
心仍然一如既往，安排专门 手足口病，
家长要教导儿童养
的保健人员对入园幼儿进行 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饮
晨检，预防手足口病等夏季 食习惯，
如不乱摸、
勤洗手、
不
常见的肠道传染病。
喝生水，
饭前便后和外出后用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急性 肥皂或洗手液洗手等；
注意保
传染病防治科了解到，
目前， 持家庭环境卫生，
对儿童的玩
正是手足口病的高发期，幼 具、个人卫生用具、餐具等物
儿园做好入园晨检是预防手 品进行清洗消毒，
居室要经常
足口病的重要途径。
通风，
勤晒衣被；
家长接触儿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 童前、替幼童更换尿布、处理
引起的传染病，
引发手足口病 粪便后均要洗手，
并妥善处理
的肠道病毒有20多种（型），
其 污物；
在手足口病流行期间不
中 以 柯 萨 奇 病 毒 A16 型 宜带儿童到人群聚集、
空气流
（Cox A16）和肠道病毒 71 通差的公共场所，
并避免接触
型（EV71）最为常见。手足口 患病儿童。
病全年都可发病，
每年4-7月
市疾控中心提醒，
接种手
高发，10- 12 月为发病小高 足口 EV71 疫苗，
可大大减少
峰。
手足口病多发生于 5 岁以 手足口病及重症发病的几率。
下儿童，
临床表现为口痛、厌 幼儿园要每日进行晨检，
发现
居
食、
低热、
手、
足、
口腔、
臀部等 可疑患儿要采取及时送诊、
部位出现小疱疹或小溃疡，
多 家休息的措施，
患儿所用的物
数患儿一周左右自愈，
少数患 品要立即进行消毒处理。
患儿
儿可引起心肌炎、肺水肿、无 增多时，
要及时向卫生和教育
菌性脑膜脑炎等并发症。
重症 部门报告。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莫涤心正在献血
罗革凯正在献血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肖徐英姿
熊猫是我们的国宝，
是非常稀
少的保护动物。在血型中，也有一
种特别稀少的 RH 阴性血型被称
为熊猫血型。7 月 10 日一早，邵阳
市中心血站二楼成分献血室迎来
了两位“熊猫大侠”。尽管天气炎
热，
仍阻挡不住他们献血的热情。
莫涤心，
“熊猫血”O 型，是我
市无偿献血志愿者稀有血型分队
的成员。家住邵东县城的她，在接
到市中心血站预约捐献血小板电
话后，
就专程从邵东赶过来捐献机
采血小板，
献完血的她又匆忙赶回
邵东上班。
莫涤心第一次献血是在
县城百富广场，
当时看到停靠在路
边的采血车，
因为深知自己是罕见
的
“熊猫血”
，
于是毫不犹豫地走上

献血车。
当她了解到成分献血相比 要，
他都踊跃参加。
去年，
罗革凯还
全血半年的献血间隔期短，
捐献成 为救助广州一名 61 岁的肾衰竭病
分血只要 2 周时间，毅然加入我市 人，
连夜和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赶
无偿献血志愿者稀有血型分队，
成 到广州，
只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
为了一名有求必应的
“熊猫大侠”
。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罗革凯说：
迄今为止，
她已捐献机采血小板 10 “因为家里住的近，所以只要有需
次。莫涤心说，像她这样拥有稀有 要，我都会立即赶来献血，献一次
血型的人在汉族人口里只有千分 血可能就是救一条命。
”
之三，
能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助之
“熊猫血”虽然稀少，爱心却
手，
用自己
“非一般”
的血液去帮助 溢满人间。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他人，
让她觉得非常开心和满足。 动诠释着大爱无疆和勇于奉献的
罗革凯，
“ 熊猫血”A 型，是我 精神。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大爱
市无偿献血志愿者稀有血型分队 善举，那些急需用血的患者才能
的成员。捐献全血 6 次，机采血小 得到及时救治；正是由于他们无
板 5 次。罗革凯第一次献血是因为 私奉献的稀有特殊血液，才点亮
家里的表亲媳妇急需用血，
他毫不 了他人的生命之光。
犹豫捐献了自己的血液。从那以
后，他深切感受到血液的重要性，
并毅然加入了无偿献血志愿者稀
有血型分队。每次只要有献血需

学员们从知识到实践间的距离，用有趣来
撬动大家思维敏锐度。
李孟维说，
授课方式上，
讲师们打破了传
统的授课方式，
注重同学员之间的交流、互
动，
让学员们积极分享工作中的故事和感受，
论话题的深度，
是富有激情的语言表达者。 让每一位学员既成为知识的获得者，
也担当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那么，
员工内训有哪些内容和特点呢？ 知识的分享者。
内训课上，
内训师贺双艳和张
通讯员 石丹 李孟维 孟天笑
李孟维介绍，创新培训呈现方式是内训的 凯分别分享了医生连做 4 台手术，
累倒在办
“学员眼中的内训师站在讲台上侃侃 重要特点之一。内训团队利用游戏+培训 公室座椅上熟睡，
以及护理姐妹带病上班照
而谈，而其实我们是连轴转的‘苦逼小青 的方式，提升学员们在培训过程中的代入 顾偏瘫老人的故事。
通过这些简短却真实的
年’。
我们需要在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时间去 感、参与感和体验感。一张普通的 A4 纸，在 温暖小故事，
能够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医疗事
完成前期筹备和后勤工作，确定每年的内 内训师的手上展现出多个花样，例如在内 业的无限热爱和追求，
对病人的大爱仁心和
训课题、内训方式、内训宣传等……”7 月 训师郭峰和李孟维的手上，给学员们展现 责任担当。
每一节内训课程，
既是讲师和学员
10 日，介绍自己工作性质时，市中心医院 出方式和方法不当，
有效沟通就变成了“鸡 之间的交流，
也是一次难得的思想碰撞。
内训师李孟维这样描述。
同鸭讲”；在内训师罗美艳和周思的手上，
据了解，截至 6 月 21 日，市中心医院今
和李孟维一样，内训师每天奋斗在自 化身为让学员们测试压力和情绪的心理问 年已经开展了 30 期内训课程，共有 1400 余
己的工作岗位上，
除了日常工作外，
他们需 卷；
在内训师张苏岭和孙叶繁的手上，
可以 人次参加了内训。
通过不同课程的内训，
满
要不停地学习、备课、试课、讲课、不断打磨 转变为情景剧的简易剧本。
足了全院职工提升综合素质的学习需求，
课程，
认真细致是他们的代名词。
他们尽量
不仅仅是 A4 纸，内训师还精心设计 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提高了医护人员
用生动的描述、用比喻、故事、图片、视频，“荒野求生”等多个游戏。在提升学员们课 服务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全面提升医院
以及生动的表情去分享课程内容，提升谈 堂参与感的同时，
可以激发大家思考，
缩短 的整体服务质量。

市中心医院开展员工内训提升业务水平

“五朵金花”绽放全省护理技能大赛
邵 阳 日 报 7 月 10 日
讯 （通讯员 李定军 刘
金春 周乐计 赵赛君） 7
月 9 日，邵东县人民医院在
2018 年全国急诊护理“强质
量·重内涵-急救技能”比赛
湖南省预选赛上，
佳报频传，
斩获多个奖项。
来自全省各市州医院
选拔的 130 名选手参加单项
急救技能和团队急救技能
共 5 个项目的比赛。其中单
项急救技能包括动脉血气
采集技术、安全型留置针操
作 技 术 、单 人 心 肺 复 苏 +
AED 技术、简易呼吸球囊使
用技术；团队急救技能包括
心肺复苏团队急救、创伤团

队急救。竞赛全部采用情景
案例操作，以此来考察选手
们的基本理论知识、临床实
践和综合素质。经过现场激
烈角逐，邵东县人民医院陈
姝杰等 5 名参赛选手脱颖而
出，全部获奖。
近年来，邵东县人民医
院以创建“三级医院”为契
机，大力加强医护人员的素
质和能力建设。护理、医务、
科教、院感等部门采取理论
考试、技能操作考核和技术
比武等形式反复对医护人员
进行轮训，各科室也自发地
组织科内人员进行技术练
兵，全院职工形成了“比学
看”
的良好学习氛围。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冬病夏治开始啦

中西合璧无止境，
手到病除有仁心
——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脑病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刘燕
邵阳日报 7 月 4 日讯 （记者 贺旭
艳 通讯员 刘璐 实习生 毛湘） 今
年 55 岁的刘燕是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脑病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该科室作为湖南省
重点专科在建科室，主治方向一是神经内
科，二是康复。中医出身的刘燕，针灸、艾
灸、刮痧、推拿等样样精通。但是，看起来
和普通的中医保健差不多的手段，她却能
用来精准地治疗“疑难杂症”。
早年刘燕就因成功地治疗过一个脑
出血病人而闻名，并因此奠定了她主攻脑
病康复的方向。当时这位病人在我市一家
大医院动过两次手术，进入中西医结合医
院时，呈现软瘫植物状态。经刘燕治疗，不
到两个月，
病人就慢慢恢复了。
一位男性患者因头痛问题到处求医，
花
了一两万元却没能治好。
后来到了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
用针灸治好了。
因为她知道病人
的神经血管出了问题，
银针在手对症治疗，
轻松解决了病人的困扰。
前不久，
医院的一
位家属因急性偏头痛入院治疗，
向刘燕求助
后，
她通过穴位按摩和针灸，
两次就帮这位
脑动脉血管痉挛的病人缓解了痛苦。
不仅是各种头痛病，就连别人找不到
原因的身体痛，
刘燕也有识别病因的“火眼

金睛”
和相适应的治疗方法。
曾经有一位病
人，因全身疼痛，情绪激动。前来会诊的刘
燕让其转入自己科室，病人将信将疑听从
了，结果刘燕用针灸结合中西药真的治好
了。这是什么病呢？纤维肌痛综合征，跟焦
虑有关。
一位来自洞口的 16 岁少年，
全身疼
痛，其父就是从事针灸理疗的，却帮不了
他。
而刘燕用了一个星期就治好了。
其间的
关键一招，
就是让病人服用了抗焦虑的药。
经她治过的“疑难杂症”患者，还有大
热天喊冷，头上要戴帽子的病人，这是植
物神经紊乱，伴有焦虑和抑郁；有胃神经
功能紊乱的，有被失眠或焦虑困扰的……
总之，一些别的医生治不了的病，她却有
办法。而这功力，来自她 32 年的执业积累，
来自她为了给病人解除痛苦，在中西医结
合领域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索。
刘燕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一直从
事临床工作。
大学毕业后，
她花了一年多时
间，
自学了西医的全套教材。
在以后的工作
中，
也一直探索着中西医的结合，
在西医的
理论中为中医寻找依据，灵活运用传统手
段和现代手段，
“病人适合什么就用什么。
”
在思考中医的发展出路时，她发现对
于脑出血、脑梗塞等中风偏瘫病人，西医

院往往是先治疗，再康复。为此，她促成了
邵阳最早的康复科，运用中医手段，让病
人一边治疗一边康复，得到良好的恢复。
后来又发展为脑病科，专门服务中风、偏
瘫、截瘫等脑病引起肢体功能障碍的患
者，以及周围神经病变引起运动感觉障碍
的患者。除了传统的中医的康复手段，还
引进了现代的运动疗法、物理疗法等。病
人惊叹见效“神奇”，而在刘燕看来，不过
是精准地实施了有效的干预。
这些年来，
刘燕一直没有停止学习，
她
在网上购买了《解剖列车》
《行走的天性》等
国外医学书籍，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她
说，
人体如果去掉肌肉，
可以看到一副完整
的筋膜，而这跟中医的经络系统有惊人的
重叠；
耳穴压豆一直被视为中医特色疗法，
但是西方医学早就有了相应的理论。她认
为要想学好中医，
就应该中西医结合，
知道
这病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治。
因为一心只想为病人解除痛苦，所以
刘燕一直在探索中前进，因为不间断的学
习，她拥有了精湛的技术。医德和医术双
馨的她得到了医院和患者的认可，所领导
的科室曾获评省总工会“工人先锋号”和
省“芙蓉标兵岗”。

活动现场
邵阳日报 7 月 9 日讯
（记 者 贺 旭 艳 通 讯 员
刘璐） 今年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继续开展“三伏贴”
大型
敷 贴 活 动 。7 月 9 日 为 伏 前
“第一贴”，一大早医院门诊
综合楼五楼已是人山人海。
尽管外面酷暑难耐，提前电
话预约并赶来现场敷贴的市
民络绎不绝。
作为邵阳市最早开展三
伏贴的医院，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已经连续十三年开展三
伏贴。其三伏贴由医院专家
团队根据多年临床经验、自
主研发而成，以专业、创新、
全面的中医传统治疗，获得
广大市民一致称赞与好评。
一名姓雷的 85 岁老人

已连续 7 年在该院进行冬病
夏治。据他儿子介绍，老人
患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
多年，以前咳嗽不停，喘不
过气，每次咳喘吐很多痰出
来，住过多次院，但总是反
反复复。2011 年听说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开展三伏贴，他
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赶来
了。医生说要连续三年效果
才显现，而他们也听了医生
的 话 ，每 年 都 让 老 人 贴 。
2016 年的时候，那些不适的
症状基本上没有了，也没复
发。去年和今年老人继续来
做三伏贴，主要是来强身健
体，巩固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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