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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2018年12月25日讯
（陈红云 杨慧 易邵平）当普通心
电图无法诊断心跳过速的诱因时，食
管心脏电生理检查能够使其即刻“现
形”，填补了邵阳地区这项技术的空
白。上月20日，笔者在邵阳市中心医
院东院心血管内科了解到，该院心—
脑电中心成为邵阳地区唯一能够开
展食管心房调搏术的科室。

食管心脏电生理检查是一种无
创性临床电生理诊断和治疗技术，
主要用于测定窦房结功能和诱发与
终止折返性心动过速。

今年71岁的谢某，多年来反复心
动过速、同时伴有胸闷，家人曾带老

人到医院诊治，并规律性口服阿司匹
林、速效救心丸等药物，但症状一直
没有得到缓解，谢某和家里人感到万
般无奈和担忧。近日，其家人带着谢
某来到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心血管
内科就诊，心血管内科主任亲自接待
了患者，在详细了解患者病情后，医
生决定使用新型数字化管理心脏电
生理刺激仪（DF-5A型）一探究竟。

医生将电极导管经患者鼻腔送
入食管，采用心内电生理检查的程
控 刺 激 技 术 起 搏 心 房 。 以 S1S2
700/400ms反扫至380ms时，成功诱
发了顺向型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
（O-AVRT）伴左束支蝉联现象，频

率 170 次/分。一根小小的食道导
管，锁定了谢某多年来反复发作心
动过速的“真凶”。

原来，之所以能通过食道去刺
激心脏，是因为食道和心脏之间特
殊的结构——食管位于心脏的后
方，其下段的前壁与左心房紧邻，将
食管电极导管经鼻腔或口腔送入食
管内靠近心脏的位置，发放电脉冲
刺激即可起搏左心房，并通过预先
设定、编排的程序进行心脏电生理
检查及治疗快速心律失常。“生病
了，要找到病因了，医生才能对症下
药，病才能好得快！这次来对地方
了！”谢某感激地说道。

食管心脏电生理检查
让更多心脏疾病“无处遁形”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甲状腺
疾病诊疗中心的主任李洲成今年获
评我市“最美健康卫士”。行医的日
子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看病会诊动
手术、管理科室带团队、授课研究做
学问，还要应对患者和家属们各种各
样的询问……但他的心始终平静、坦
然和从容，因为治病救人一直是他坚
如磐石的信念。

大医精良，推动学科建设领先

今年 48 岁的李洲成，自 1992 年
行医以来，一直保持大医精良的职业
操守，兢兢业业地治病救人、孜孜不
倦地研习医术。2005 年他获得了中
南大学硕士文凭，2010年晋升为主任
医师，2015年晋升为外科学教授。

现在他有多个专业身份：邵阳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甲状腺疾病诊疗中
心主任兼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邵
阳市医学会甲状腺、乳腺学组组长，
湖南省甲状腺疾病防治临床医疗技
术示范基地主任，湖南省甲状腺癌专
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内科学
专业委员会甲状腺学组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会
员。因其在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和社
会、医学发展中做出了表率，先后获
评医院优秀科主任、优秀共产党员，
省教育系统“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
员”“湖南省雷锋式健康卫士”等。

荣誉的背后，是不断探索前进的
果实积累。甲状腺、乳腺外科是建院
时就成立的特色专科，李洲成在此工
作 20 余年，2008 年担任科室主任。
秉承优良传统，对接学术前沿，他带
领甲状腺、乳腺外科迅速发展，学科
建设稳居省内领先地位。科室甲状
腺手术量近年来位居全省医院甲状
腺手术之首，国内、国际医院的前列，
且手术并发症低于文献统计水平。

现在该科室共开设床位48张，有
主任医师2名，教授2名，副主任医师
3名，博士研究生4名，硕士研究生5
名。科室已成为省、市内外收治甲状
腺疾病，特别是疑难、复杂甲状腺疾
病的中心，病源辐射全国各地，在省
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甲状腺疾
病治疗中心2007年被省卫生厅评为
湖南省唯一的甲状腺疾病省级重点
临床专科，是目前湖南省最大的甲状
腺疾病治疗中心；2015年被省科技厅
评为“湖南省甲状腺疾病防治临床医
疗技术示范基地”，并于2018年顺利
通过验收。

大医精良，累出科研创新成果

自古以来，一名优秀的医者，必
然是对病人不能救之不心安，对疾病
不能除之不心甘。随着现代社会的
疾病发展变化和人们对健康的需求
提升，李洲成一直致力于医疗技术科
研项目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2007年，他率先在我市开展了更
规范化的甲状腺癌、乳腺癌根治手术
及后续治疗，推行个体化的治疗。在
我市首次开展多功能保留的甲状腺
癌根治术（单臂弧型切口），为医院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他负责的课题《甲亢手术中甲状腺残
留量与残留率个体化的临床研究》，
为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手术治
疗提供新的思路，对甲亢外科治疗的
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所主
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来源于临床，始

终坚持以提高疗效和降低医疗费用
为基本原则。这些成就不仅在该院
得到全面应用，而且通过发表论文和
举办推广班、接受进修与实习生，已
在省、市内得到了广泛推广。

近七年来，他先后在《中国普通
外科杂志》《临床外科杂志》等杂志上
发表了论文10篇。参编了《外科学》
2005 年 4 月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实验教材、2011 年专科教材，
2018 年参编了《外科学》本科教材。
参加 10 项（国家 863、省级、市级）科
研课题研究，主持 8 项省、市等科研
课题研究。其中“免疫小分子在乙
肝疫苗免疫应答和头颈鳞癌侵袭转
移中的转移机制”，获评2014年邵阳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湖南省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三 等 奖 。“POAb
TgAb滴度与甲亢手术中腺体残留量
的临床研究”2016 年获邵阳市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甲状腺再次手
术治疗复发性甲状腺肿瘤和结节性
甲状腺肿”的临床研究，于2005年通
过市科技局组织的成果鉴定达省内
先进水平，当年获邵阳市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升格医学高职高专
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研究与实
践”研究，于2013年通过省教育厅组
织的成果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当年获三等奖。

大医精良，医德为先默默奉献

作为一名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
一位对患者有着发自肺腑的同情心
的医生，李洲成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
对职业操守的要求。他以病人为中
心，任劳任怨、倾心施治。7年来每年
主刀完成科室大、小手术近400台次，
其中多功能保留的甲状腺癌根治术
100余台。由他应诊的专科门诊日均
在 80 人次以上，经常一天工作 10 小
时以上。

经常有病人希望由他来主刀，并
想着法儿送礼送红包，李洲成一律拒
收。“这是我的底线。我有正当的收
入，不愁吃不愁穿，何必为这点小钱
去担风险呢。”有时病人坚持，担心不
收红包不会尽心，他为了让病人安心
接受手术，暂时收下，动完手术又退
还或是代交住院费。对于医术进步
始终不满足的李洲成，对于个人境遇
却很容易满足。“生活在邵阳，我觉得
挺好的。从事医生这个职业，我觉得
挺好的。”

工作虽然很累，但他总是热情接
诊，乐此不疲。“能把患者的病治好，
看到患者和家属很高兴、很感谢，自
己也很开心，有成就感。”也曾尽心尽
力、辛辛苦苦地给患者做完手术，却
因不可避免出现的并发症或未达到
患者的理想值，被患者责难甚至无理
取闹。但他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对
待错怪了自己的患者，他也并不介意
地继续为其提供帮助。

为了造福更多病患，李洲成还积
极开展甲状腺、乳腺健康教育和科普
宣传，不定期地撰写甲状腺、乳腺科
普文章，主持制定了甲状腺、乳腺多
种常见疾病的健康教育方案。包括
每年举办国际甲状腺宣传周及乳腺
癌的“红丝带”活动，每年举办邵阳市
甲状腺、乳腺学术年会，不定期地下
乡、下社区义诊，到乡镇医院开展培
训等，为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 医 精 良 拔 苦 成 舟
——记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最美健康卫士”李洲成

贺旭艳 曾璇

2018年12月28日，气温持续下
降，在雨雪交加的天气里，邵阳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原邵阳医专附属医
院）两拨人马不顾严寒奔赴新宁县
回龙镇。其中一拨是每周五定时去
新宁县第二人民医院坐诊指导的专
家，另一拨是准备给对方医务人员
进行业务培训的院领导、主任医师
胡杨青和相关工作人员。自从2017
年底与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签约
医联体合作单位以来，像这样的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已成常态。

新宁县第二人民医院2017年新
上任的院长蒋连波抓住医联体建设
的契机，通过一系列措施，把医院推上
了新台阶。“医院去年年住院病人8000
多人次，今年一万多人次，床位都住满
了。”“今年业务收入有 3800 多万元，
比去年增加了1000多万元。”“今年
新开了3个科室。职称考试取得历
史最好成绩，有6人考上中级，10多
人考上初级。”座谈时，蒋连波一再
强调，医院的发展离不开邵阳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对于医联体的大力支持。

医联体的建设，给当地输送了
优质的医疗资源。每周五，邵阳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都会派两名专家前
往新宁坐诊、指导查房，迄今已是46
期。由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专家
坐阵，新宁县第二人民医院实施了8
台以往没有能力做的手术。通过远
程诊疗系统，新宁县第二人民医院
的医务人员可随时向邵阳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的专家请教。邵阳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还不定期地派出专家给
新宁县第二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授
课，授课内容包括医务人员的礼仪
培训，基层内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
诊治，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等。

当天，胡杨青结合自己多年的行
医经验，就《医疗纠纷的防范与处理》
做了专题培训。新宁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二科主任肖武表示受益匪浅，“尽管
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些功课，听了这
堂培训课才知道，还有一些被忽略和
没做到位的地方。”肖武称，医联体的
专家对他们基层医务人员有很大的帮
助，特别是为疑难危重病人的治疗处
理提供了有效指导。内二科收治的病
人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自从有

了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专家坐
诊，一方面他们能在专家指导下实施
治疗，遇到难题还可打电话请教，一方
面对于那些需要转诊的病人，新宁这
边做了决定，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那边就接到通知做好接诊准备，为生
命的抢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科室的
病人明显多了起来，去年接诊1200人
次，今年增长到将近1900人次。

对于新宁县第二人民医院来
说，借助医联体的力量，他们在规范
治疗、技术进步、队伍建设、形象提
升等方面明显受益。对于基层老百
姓来说，在家门口就能低费用享受
到市级三甲医院的专家服务，使他
们把周五称为“红色星期五”。每到
这一天，患者通常提前预约，一大早
就守候在医院。特别是分级诊疗制
度的落实，使他们以更低的成本更
便捷的服务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
源。回龙镇54岁的贫困户肖成满就
是一位受益者。2016 年 9 月，他因
脑出血在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
院，两个月前因血压又增高，打电话
向心血管内科主任刘军咨询。刘军

本就是医联体的派驻专家，建议他
就近到新宁县第二人民医院看病。
结果肖成满在当地就得到了有效治
疗，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刘军不
仅亲自给他看病，还为他送去新宁
县第二人民医院没有的药品。

派驻新宁县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
都是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技术骨
干、科主任，本来事务就多。每周五一
大早要赶到新宁，下午再赶回市区，少
不了奔波之苦。遇到病人多，有时忙得
连吃饭都顾不上。当天跟刘军一起
来到医联体的专家还有骨科主任罗
亮成。为了给一位病人做矫正手
术，他临近午饭时间还是进了手术
室，直到饿着肚子把手术做完。对于这
些付出，专家有专家的收获。刘军称，
他今年到新宁10多次了，一方面感受
到当地医生和患者对专家的尊重，另一
方面为自己能帮助当地医院提高规范
化诊治水平，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而欣慰。有的村民为表感谢，给他送来
了糍粑等土特产。这些并不值钱但却
情意深重的礼物，让他深受感动，“我真
正体会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荣。”

有 温 度 的 握 手
——来自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和新宁县第二人民医院医联体建设的报道

贺旭艳 王 凯

◀上月 26 日下午，市
中心医院膳食中心举行礼
仪技能知识竞赛活动，通
过竞赛的方式提高该中心
服务品质和业务技能。图
为竞赛现场。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
贵 通讯员 孟天笑 陈
亚红 禹珀辰 摄影报道

◀1月2日上午，市脑科医
院联合邵阳学院护理学院学生
开展“关爱健康心灵，拥抱美丽
明天”元旦医患联欢会，大学生
志愿者和医院职工精心编排舞
蹈、相声、乐器等节目，让医院
患者享受了一份文化大餐，同
时也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图为
大学生志愿者表演笛子独奏。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
员 谭慧琳 摄影报道

▲邵阳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骨科罗亮成（右
一）在新宁县第二人民医
院现场指导诊疗服务。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院领导、主任医师胡杨
青（右一）在新宁县第二人民
医院院长蒋连波陪同下深入
医联体病房和病人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