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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透析治疗让患者远离尿毒症
邵阳日报 12 月 5 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
员 孟天笑 唐湘玲） “非常感谢戴医生给我救回
这条命……”12 月 4 日，徐城(化名)老人康复出院时，
握着市中心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戴爱明的手，不停
地表达着感谢。
徐城老人现年 67 岁，今年 11 月底因“水肿 6 月，
加重并无尿 1 天”住进市中心医院肾内科。老人病
情复杂，
基础疾病多。如果持续处于无尿状态，
无法
明确病因，
老人将步入尿毒症的人群中，
并会出现一
系列并发症。
经过详细询问病史及体格检查后，戴爱明明确
了老人病因，并及时制定治疗方案。通过两天的积
极治疗，老人尿量逐渐增加，水肿明显消退，监测肾
功能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经过精心治疗，老人已康
复出院。出院前，戴爱明对老人及其家属详细地说
明了出院后的治疗方案与注意事项，并嘱咐老人定
期随访。

德国教授现场分享了国外最新技术。刘奕 摄

云集学术权威 共话微创前沿
——邵阳首届妇科微创论坛在邵阳学院
附一医院成功举办
邵阳日报 12 月 1 日讯 （记者 刘敏 通讯
员 谢翠玲） 为更好地促进妇科临床与微创技术
的发展，
总结与交流先进理念与技术，
提高邵阳地区
妇科微创水平及妇科疾病临床诊治水平，12 月 1 日
上午，由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主办的邵阳市首届
妇科微创论坛暨妇科疾病规范化诊疗研讨会在我市
隆重举行。来自德国及省内妇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来
邵传经送宝，
全市各大医院、县区及乡镇基层医院妇
科医生 3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
近年来，
伴随着腹腔镜、宫腔镜及阴式手术的普
及，微创技术在妇科疾病诊治中的地位已经无可取
代。作为省（市）级重点临床专科，邵阳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妇科开创了邵阳地区妇科各微创手术先河，
自 1996 年开展邵阳地区第一例腹腔镜手术，2005 年
开展邵阳地区第一例宫腔镜手术，2007 年开展邵阳
地区第一例非脱垂子宫经阴道子宫肌瘤剥除及经阴
道子宫全切及子宫次全切除术，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该科微创技术日趋成熟。到今天，95%以上的妇科
良性疾病及部分恶性肿瘤(包括早期宫颈癌及子宫
内膜癌)均能在微创下完成。2017 年，该科正式启动
省级妇科微创示范基地的创建工作，并顺利通过湖
南省科技厅专业评审与授牌，成为目前为止全市乃
至全省首个妇科微创临床示范基地。
本次大会主要围绕妇科微创及妇科疾病规范化
诊疗进行探讨，在交流切磋和学习中，获取妇科微
创、不孕不育、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等医学领域前沿
学术理念和临床手术技巧。
大会特别邀请了德国萨克森州妇科协会主席、
欧洲国家泌尿领事会前主席 DR.Kurt.Lobodasch 教
授、湖南省医学会妇产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妇科主任、医学博士方小玲教授、
湘雅附三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博士后导师徐大宝教
授以及省妇幼保健院大妇科主任龚颖萍教授、中南
大学湘雅一医院妇科刘惠宁教授等分别就妇科泌尿
学、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生育管理、宫腔镜手术技巧、
宫颈癌癌前病变等课题作了精彩的学术演讲。邵阳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科岳艳玲主任、吴嘉医师分别
就剖宫产瘢痕妊娠及特殊手术病例体会作了分享。
大会还设置了手术演示、手术视频竞赛环节，
现
场共有 7 名参赛选手通过视频展示了妇科微创手术
过程及手术亮点。本次研讨会是一次高规格的学术
交流会，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大会的召开帮助大家开
拓了视野，启发了思维，为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将有效推动邵阳地区妇科微创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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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仁心之德 强仁术之技
市中心医院东院神经中心开展临床康复一体化医疗服务
邵 阳 日 报 12 月 1 日 讯 （记 者 陈 红
云 通讯员 杨慧 易邵平） 冬日的阳光
温暖和煦，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市中心医院东
院神经中心康复训练治疗室。
“对，就是这样
……抬左脚……抬右脚，很棒，今天又有进
步。
”
该中心医生秦正宇正从后面环抱着因脑
梗引起偏瘫做康复的李大爷，他像教刚刚学
步的幼童，小心翼翼地抱扶着、鼓励着。由于
抱扶很费体力，汗珠从他的额头顺着脸颊流
下，
秦正宇甚至腾不出手来擦一擦。
给患者针
灸按摩、帮助患者肢体锻炼、给患者做心理疏
导，这正是秦正宇每天的日常工作……11 月
29 日，记者在市中心医院东院神经中心康复
治疗室看到了这一幕。
“虽然老公不幸患了这个病，
万幸的是，
转
了几次院，
终于找到了治疗效果明显的医院，
以前半边身子动不了，
现在竟然都能走路了！
医生护士相当负责，
态度也好，
真心感谢邵阳
市中心医院东院神经内科的医生们！”
正在康
复室陪夏大叔做康复治疗的阳阿姨激动地说。
今年 59 岁的夏大叔，是新宁县某单位的
在岗职工。
9 月 18 日突然发病，
当时四肢无力，
口角左歪，
说话含糊不清，
在外地医院治疗一
个多月，
病情没有缓解。
10 月 26 日转到邵阳市
中心医院东院神经内科治疗。
夏大叔入院时，
左侧上下肢体肌力 5 级，
右上肢肌力 3 级，
右下
肢肌力4级。
医院诊断为脑梗死、
左侧颈内动脉
阻塞、糖尿病等，
神经内科主任唐海源予以护
脑、
改善循环、
抗血小板聚集等药物治疗，
配合
秦正宇的针灸及康复锻炼，
一个月后，
夏大叔
病情明显改善，
能扶墙走路，
且步伐有力，
说话
口齿也清楚了，
现在正在进一步康复治疗中。
市中心医院东院神经中心(康复中心)病
房设施先进，
环境幽雅，
配套了邵阳市最先进
的检验和检查设备，致力于打造邵阳市一流
的医疗服务水平医疗团队。该院神经中心不
断提高专科技术力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把科
室发展为具有特色的临床康复一体化科室。
康复治疗中心开设物理（运动）治疗室、作业
治疗室、言语与吞咽障碍治疗室、传统康复治
疗室、理疗室，遵照“医康结合、康复为主”的
宗旨，
按照“临床—康复”
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以全面康复、全程质量控制、全面数字化管
理、现代康复与传统康复结合为特色，
与临床
早期、超早期的急救、康复治疗紧密对接，最
大限度地提高各类患者愈后功能的恢复及生
活质量的改善，
为患者重返社会、参与社会创
造良好的条件与契机。该中心还为各类患者
提供急诊急救、临床诊治、康复训练、家庭康
复指导等“一站式”
的健康服务。

▲秦正宇正在给病人做康复治疗。

▲秦正宇带着病人做治疗。
◀医生们陪着病人做康复锻炼。

神经内科康复中心一角。
神经内科康复中心一角
。

疗有独到之处。2013 年率先在邵阳地区
开展急性脑梗塞静脉溶栓治疗、桥接治
名医介绍
疗及动脉内取栓治疗，现已开展 500 余
唐海源
例，
在湖南省内同级医院处于领先地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神经中心主
秦正宇
任，主任医师。1997 年毕业于湖南医科
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神经内科康复
大学临床医学系，2007 年毕业于中南大 治疗中心主管治疗师，
2009年毕业于四川
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获得硕士学位。 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康复治疗学专业，
曾
2012 年在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进修， 任职贵阳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
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现为南华大学兼 内科康复治疗中心治疗师，
并同时担任贵
职教授，湖南省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青 州中医药大学康复治疗学专业《物理治疗
年委员，湖南省神经病学神经重症委员 学》和《作业治疗学》两门课程的带教老
会委员，
邵阳市神经病学会副主任委员。 师。
长期从事脑卒中后偏瘫患者的康复治
长期从事神经内科疾病的研究，对脑血 疗与教学工作，
对神经康复治疗有独到之
管病、脱髓鞘疾病、运动障碍性疾病、复 处。
2017年作为人才被引进到邵阳市中心
杂头痛头晕诊治等疑难病临床诊断和治 医院东院神经内科工作。

“推进融合教育 关爱残疾儿童”第四场活动

儿科专家讲授小儿常见疾病防治
邵阳日报 11 月 30 日讯 （记者 贺旭
艳） 11 月 30 日 ，市 民 政 局 支 持 社 会 组 织
开展社会服务公益项目——由市小记者协
会 实 施 的“ 推 进 融 合 教 育 关 爱 残 疾 儿
童”公益项目举办第四场活动。在邵阳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支持下，该院儿科专家
在市启智听语康复中心给听障儿童的家

长们上了一堂小儿常见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的防治课。
市启智听语康复中心是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项目的指定机构，每年都有来自全市各地
的听障儿童在此免费接受亲子康复训练。要
完成听力语言康复训练任务，孩子的身体健
康是保障，
加之孩子们上课时较为集中，
疾病

防治显得特别重要。最近有的孩子因天气变
冷感冒了，大家都担心其他孩子被传染。得
知机构有这方面的需求，市小记者协会特意
组织了这场公益讲座。
当天，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儿科专家
刘文杰介绍了各种感冒、化脓性扁桃体炎、疱
疹性咽喉炎、手足口病等疾病的症状、发病原
因、防治方法等。家长们还就自家孩子的一
些健康问题进行现场提问，均得到了专业的
答复和指导。市启智听语康复中心的负责人
真诚致谢：
“今天的讲座真的很及时，
很好，
特
别感谢！有你们的支持真好。
”

市妇幼保健院与中信湘雅合作

幸“孕”之门 为不孕不育患者带来福音
邵 阳 日 报 11 月 30 日 讯 （记 者 刘 示，
对于多年怀不上的女性朋友，
其实可以考 国内外优秀的医学遗传学和生殖医学专家，
如
敏 伍洁 通讯员 颜琼） 11 月 30 日下 虑做试管婴儿。
“湘雅名医”
、生殖医学与医学遗传学家、人类
午，
市妇幼保健院四楼生殖门诊内人头攒动，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是一家现 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卢光琇教授等。
从长沙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来的专 代化、
产学研一体的大型三级生殖与遗传专科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于不孕不育与遗
家吸引了不少患者前来就医。
医院，
其前身是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人类生殖 传病患者，让患者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自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
很多家庭都已经 工程研究室门诊部。
该院是目前国际上接受试 省级医院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今年 5 月份，
妊娠率最高的生殖中心 市妇幼保健院与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
生或者准备生二胎了，
但也有一些夫妻却面临 管婴儿治疗人数最多、
着怀不上的难题。
38岁的夏洁（化名）就一直期 之一、国际上最大的胚胎移植入前遗传诊断 院正式签订了医联体合作单位，成为我市唯
盼着能够再要一个孩子。
然而备孕两年多却一 （PGD）中心之一。
该院是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 一一家与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建立
直怀不上，
直到半年前来到市妇幼保健院，
夏 术和人类精子库技术培训基地、
国家精子库技 专科联盟的医院。
洁看到了希望。
今年9月，
来自中信湘雅的专家 术指导中心、
国家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
双方确定合作后，中信湘雅生殖医院定
为夏洁的身体做了妊娠评估，
最后通过专家诊 （湖南孕前诊断分中心），
拥有湖南地区唯一人 期为市妇幼保健院提供远程教学、专家会诊
断治疗，
她做了人工授精，
胚胎顺利移植成功。 类冷冻精子库。
2017 年，
医院试管婴儿促排总 以及规范化建设等医疗支持，中信湘雅每月
目前，
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周期数达 44977 例，鲜胚平均临床妊娠率达 最后一个周五都会来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专家
当天，来自中信湘雅的生殖专家张红表 62.4%，
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医院汇集了一大批 义诊，
为转诊病人开放绿色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