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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王凯） 4 月 14
日，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邵阳学
院第二临床学院）2019 年教师信息
化教学竞赛开赛，来自该院各教研室
的13名教师参加此次竞赛。

妇产教研室的段永红讲授的内容
是子宫肌瘤，她的授课激情洋溢，教学
观念新颖，课件设计构思精巧；内科教
研室王蕾讲授了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
死课程，她借助模型示范，现场灵活整
合教材，熟练使用各种现代化教学辅

助手段，让课堂十分生动……竞赛中，
13位老师各展风采，教学风格各有特
色，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此次竞赛为进一步提高邵阳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教师课堂信息化教
学能力与水平，推动多媒体、网络、通
信等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融合起到
非常积极的作用；引导广大教师积极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手段，营造信
息化教学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深化教
学改革，优化教学条件，不断提高人
才培养能力与质量。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教师信息化教学竞赛开赛

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说
起帕金森病，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还
很陌生，但帕金森病并不罕见，可见
于从青少年到老年的各个年龄段，随
着年龄的增长，患病比例逐渐增高。
帕金森病是一种慢性的神经功能障
碍性疾病，主要影响中老年人，是继
肿瘤、心脑血管病之后中老年的“第
三杀手”。据统计，全球有大约450万
帕金森病患者，近一半在中国。

今年68岁的何冬秀，家住新邵县
小塘镇。9年前，她开始出现右上肢不
自主抖动的情况，同时出现右上肢肌
肉僵硬，活动不自如，动作缓慢，后来
逐渐发展到左上肢和双下肢。半年
后，何冬秀的手抖、脚抖越来越严重。

因手抖影响了生活，何冬秀这才开始
重视。到医院做了检查治疗后，医生
告诉何冬秀，她患上了帕金森病。

后来，她服用药物进行治疗。今年
3月28日，何冬秀早晨起来运动发现行
走迟缓，拄拐不能独立行走，有肢体震
颤。4月1日，她入住市中心医院神经
内科。经过规范化和针对性治疗，何冬
秀的手抖、脚抖情况有了好转。

“出现手抖等情况时，不要忽视，
也不要认为年纪大就会有，而是应该
早点来就医，查找病因，进行针对性
治疗。”何冬秀说，她想通过自己走的
弯路，给大家作为提醒。

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邝
志华介绍，帕金森病是由于大脑黑质

多巴胺（dopamine，DA）神经元的病变
引起分泌的多巴胺减少而导致。多发
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患
病的风险越高。由于帕金森病的早期
症状如静止性震颤、走路不稳、动作缓
慢等，往往被误认为是老年人的正常
现象，从而造成帕金森病患者的就诊
率非常低，经常出现漏诊现象。

那么，如何早期识别帕金森病？邝
志华认为，其早期首发症状主要是“僵、
慢、抖”。动作缓慢是帕金森病最关键的
表现，包括刷牙、打鸡蛋等精细动作不灵
活，走路时手臂不能自如摆动等。很多
患者会手部颤抖，但也有些患者仅有肢
体的僵硬感，被称为非震颤型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
年龄老化等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其确切病因目前仍不明确，治疗

“宜早不宜迟”。邝志华说，药物治疗
是帕金森病首要的治疗手段，手术是
药物治疗的有效补充，出现药效减退
等副作用时，是进行脑起搏器手术的
最佳时机。帕金森病越早诊断、越早
干预、病情越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和缓
解。帕金森病患者若能早期发现并及
时规范治疗，可基本恢复正常生活。

邝志华提醒，如果出现手抖、肌肉
僵硬、动作迟缓或行走不稳等症状之一，
应及时就医，尽早治疗。掌握疾病治疗
的关键时机，切莫拖延到疾病末期。

帕金森病，你知道如何辨识防治吗？
陈贻贵 李文娟 孟天笑

4 月9日，因合并胆囊结石，做完
ERCP胆总管取石术的奥奥从市中心
医院消化内科转至肝胆外科，行腹腔
镜胆囊摘除术。

4 月 6 日，年仅 10 岁的男孩奥奥
在不开刀的情况下，在市中心医院进
行了ERCP胆总管取石术，成功取出
胆总管内结石，避免了开放手术给年
轻小患者带来的痛苦，同时也刷新了
该院 ERCP 胆总管取石的年龄最小
记录。

4月5日，奥奥中午进食后出现上
腹部疼痛，并呈持续性绞痛，需多次使
用止痛剂，在外院行CT及抽血检查，
被确诊为胆总管下段结石并肝内外胆
管轻度扩张、急性胰腺炎和胆囊结石，
经介绍来到邵阳市中心医院行ERCP
微创治疗。消化内科主任何玉善会诊
后，认为ERCP微创治疗对年仅十岁
的小患者有巨大优越性，决定对其进
行十二指肠镜下微创治疗。

4月6日，何玉善娴熟地应用十二
指肠镜进行手术，进镜到十二指肠降
段后选择性胆管插管，注入造影剂发
现奥奥胆总管有1个大小约0.5cm小
结石，然后将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小
切开，用取石网篮顺利取出1 枚不规
则形黑色结石，整个手术过程一次性
完成，没有多余重复操作，不到十分钟

即顺利取出结石。手术后，奥奥的腹
痛消失、黄疸消退。术后1天，即下床
活动并进食流质食物。

何玉善介绍，胆石病在我国是常
见病和多发病，且随着年龄增长，发
病率逐渐增高。近年来，腹腔镜微创
技术和消化内镜技术迅速发展，为
胆石病的微创治疗提供了更多的治
疗选择。ERCP 是经内镜逆行胰胆
管造影术的英文首写字母缩写，是
利用内镜操作技术，将十二指肠镜
送至十二指肠降段胆总管开口处，
选择性胆管插管后，根据结石大小，
行十二指肠乳头切开或扩张，利用
网篮或气囊将结石取出。应用该技
术可以彻底清除胆总管结石，并可以
放置鼻胆引流管，快速缓解胆管内压
力及引流胆汁。

何玉善说，ERCP 技术的最大优
点是不开腹也能取出胆总管结石，并
且诊断精准，治疗成功率高。无体表
伤口，生理干扰轻，患者痛苦小，安全
性高，使病人避免开腹手术的痛苦及
并发症，迅速缓解症状，缩短住院时
间，极大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及经济负
担。需要注意的是，ERCP 术后要保
证休息、禁止食水 24 小时、观察有无
出血等并发症，注意复查血常规、血尿
淀粉酶。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
预防胆结石发生呢？何玉善建议，饮
食上应尽可能避免食用高胆固醇、高
醣、高油脂类食物。生活中应多吃水
果蔬菜，饮食最好是以清淡为主，荤素
搭配很重要。另外，多饮白开水，平时
要多运动，控制体重，而且需要注意定
期做彩超筛查。

(陈贻贵 李文娟 孟天笑)

ERCP取出胆总管结石
微创手术助十岁男孩远离胆石症之苦

邵阳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刘敏 通讯员 陈华） 为倡导全社
会积极行动起来，加大防癌抗癌科普
宣传，提高群众对癌症的正确认识，4
月12日上午，由邵阳市抗癌协会、市
中医医院、市癌康协会、市肿瘤防治
学校联合举办的第25届全国肿瘤防
治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医医
院举行。

“我们相互关怀，珍惜生活每一
天，我们朝前走！我们朝前走……”，
上午9时，伴随着一曲高亢激昂的癌
康协会会歌，在场的所有医务人员与
现场近300名协会会员全体起立，共
同拉开了本届系列公益活动的序幕。

每年4月15-21日是“全国肿瘤
防治宣传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是

“科学抗癌，关爱生命”。
当前，癌症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慢

性疾病，今年1月国家癌症中心最新
统计分析：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
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5个人被确诊
为癌症。据不完全统计，我市每年发
现肿瘤病人约2000-3000人，恶性肿
瘤的高发给人们的生活和家庭经济
带来了巨大负担。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早癌筛查，是
目前世界各国癌症专家公认的预防
癌症的两道重要防线。

作为国家级重点中医肿瘤专科、
邵阳地区最大的肿瘤综合治疗专科，
邵阳市中医医院一直致力于开展肿瘤
防治与治疗。近年来，在我市卫健委
的积极指导下，市中医医院积极开展
宣传健康生活，传播抗癌理念，积极推
动我市癌症防控事业发展。一方面，
在全市首先引进肿瘤超早期预警监
测、基因分子检测等技术，该技术能够
提前3-5年对肿瘤进行有效筛查。另
一方面，自2011年开始，医院与癌康协
会联合开办肿瘤防治学校，坚持利用
肿瘤专科技术优势与中医院的中医药
特色优势，定期为患者进行防癌、抗癌
和癌症康复方面的科普知识讲座，科
学指导、帮助近5000名患者恢复健康。

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还对邵阳
市肿瘤防治学校 2018 年度优秀教
师、优秀学员进行了表彰。

据了解，本次宣传周期间，市中医
医院还将组织开展公园健步走、“爱心
探访团”进病房、专家免费义诊、防癌
科普宣传等一系列公益活动。

我市启动第 25 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

“以前做康复的时候房间狭小，
新的康复中心宽敞舒适多了！这个
训练器是全新的，还有情景互动屏
幕，做的感觉完全不一样！”4 月 11
日上午，正在市中心医院康复治疗
中心运动治疗室做下肢训练的谭先
生笑着说。

当天，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患者
及家属怀着激动的心情，喜迎康复治
疗中心改造升级，新的康复治疗中心
何康复门诊设在该院第二住院楼一
楼。新的康复治疗中心各个诊室里，
病人在医生及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接受
护理和治疗，布局合理的功能分区、多
种先进的康复设备、整洁明亮的环境，
让人感觉心旷神怡，给前来康复治疗
的患者带来舒适的就医体验。

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是湖南
省地市级重点专科，湘西南地区最大
规模的康复医学科专科，也是市卫健
委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
位、市康复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挂靠单位，现拥
有40余名各层次的医、
护、技人员。该科康复
治疗中心成功开展了神
经康复、骨科及运动损
伤康复、疼痛康复、传统
康复、心肺及孕产康复、
职业康复、假肢矫形等
亚专科学科，以及小针
刀治疗、艾灸治疗、温
针、悬吊治疗、神经肌肉

关节促进疗法等多项技术，为脑血管
意外（中风）、脊髓损伤、颈椎病、老年
慢性病等各类患者提供早期干预到
后期康复医疗的全面服务。

康复治疗中心搬迁后，治疗环境
有了很大改观，从5间诊疗室面积近
200平方米，扩大到10多间诊疗室近
700 平方米，设有康复门诊、运动治
疗室、物理因子治疗室、针灸推拿室、
作业治疗室、言语治疗室、康复评定
室、假肢矫形室、蜡疗室等诊室，使康
复诊疗更加专业化、规范化。

与此同时，更新、升级和增添了
悬吊训练系统、磁振热治疗仪、紫外
线治疗仪、超声治疗仪、日常生活作
业智能训练系统等53台（套）康复设
备，并增设了颈肩腰腿门诊、语言吞
咽障碍门诊、康复复诊门诊等专科特
色门诊，让患者体验到更加人性化的
就医服务。

（陈贻贵 李文娟 孟天笑）

市中心医院康复治疗中心改造升级

邵阳日报4月13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杨慧 易邵平）
4月13日上午，由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
流促进会妇儿医疗保健分会主办的全
国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诊疗对策与产
后康复研讨班暨盆底健康医学专项技
术巡讲，在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举行。

当日，来自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的赵淑萍、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
院的蒙淑珍等 10 余名专家，与我市
300多名妇产科同仁交流互动，就女
性盆底疾病分级诊疗及盆底功能康
复技术应用、诊治规范、互联网诊疗

平台应用、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专题
讲座及探讨。

此次医学专项技术巡讲为我市
妇产科学术交流学习搭建了平台，为
促进我市妇儿医疗保健事业健康发
展起到积极作用。

“我非常珍惜这样一次学习交
流的机会，这次授课的妇产科专家
们，都是在专业领域技术精进、有突
出贡献的，她们的授课让我在专业
学科领域视野更开阔，同时也学习
到更多的先进诊疗手段。”现场学习
的张女士高兴地说道。

盆底健康医学专项技术巡讲促我市妇儿保健事业发展

邵阳日报 4月 13 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何敏） 4 月 13 日
上午，“伸出援手——关心的第一步”
血友病预防及康复交流会在邵阳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举行，活动旨在普及
血友病知识、关爱血友病患者。

血友病作为一种遗传性凝血因
子缺乏病，分为血友病 A（凝血因子
VIII缺乏）和血友病B（凝血因子IX缺
乏)。临床表现为创伤后或自发的关
节、肌肉、软组织出血，长期反复出血
可导致关节畸形、终生残疾。长期反
复的肌肉、关节出血会造成残疾，严
重的出血甚至会死亡。血友病治疗
费用昂贵，患者要承受出血疼痛、反

复就医打针、活动受限、残疾等各种
痛苦。患者家属也要承担高昂的治
疗费用、患儿病发时的焦虑情绪和社
会对血友病歧视等多方压力。

每年的4月17日为“世界血友病
日”，今年的主题是“伸出援手——关
心的第一步”。本次活动由邵阳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市“红心林”志愿者服
务联合会等主办。活动现场，来自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康复医学科物理治
疗师李耀春以《血友家庭康复治疗
——急性出血》为题，为血友病患者
及家属分享了血友病急性出血后的
康复治疗分期、本体感觉与平衡功能
训练、整体活动能力训练、血友病肌

骨系统出血的康复指导等知识，并进
行现场互动交流，现场指导血友病患
者及家属康复治疗的有效方法。他
希望通过本次交流会，让大家了解血
友病，做到早预防、早发现，减少关节
畸形的发生。

随后，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
液肿瘤科的廖琳玲以《血友病的预防
治疗》为题，通过引用大量的案例，围
绕什么是血友病、血友病的临床表
现、血友病出血的治疗、血友病治疗
方案等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进
一步唤起大众对于血友病的正确认
知，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和关爱血友病
患者。

伸出援手，关爱血友病患者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举行血友病预防及康复交流会

◀ 4 月 11

日上午，市中心

医院神经内科

主治医师邝志

华在检查患者

肌张力状况。

何玉善（右）正给患者做胆总管结
石微创手术。

康复师在给中风患者做康复训练。 陈贻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