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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5月11日讯（陈贻贵 李文
娟 孟天笑） 近日，我市首例经腹腔途径
腹腔镜巨大嗜铬细胞瘤切除手术患者顺利
出院，这标志着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在腹
腔镜技术领域再次取得重大突破，又一次
填补了我市空白。

李先生因反复血压增高，内科治疗效果
欠佳，来到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门诊就诊。
术前CT提示右肾上腺区占位（60×50mm），
结合患者长期高血压病史及内分泌检查，提
示右侧巨大嗜铬细胞瘤可能性极大。手术
团队根据术前检查准备了经腹腔、经后腹腔

及开放性手术三套手术方案，泌尿外科主任
龙永福教授结合患者及肿瘤位置特点，认为
经腹腔途径腹腔镜嗜铬细胞瘤切除术既能
保障术中血压平稳，又能减少手术创伤。

完成标准化降压、扩容等术前准备后，
在龙永福指导、麻醉科及手术室密切配合
下，由副主任医师黄初阳、王主治医师建峰
主刀完成了我市首例经腹腔途径腹腔镜巨
大嗜铬细胞瘤切除术，成功为患者李先生
摘除了这一危及生命的“定时炸弹”。手术
后第9日，患者顺利康复出院。

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龙永福介

绍，腹腔镜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已经成为
治疗肾上腺良性肿瘤的金标准，但对直径
≥6cm的巨大嗜铬细胞瘤是否采用腹腔镜
手术存有争议。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研究
发现，通过控制术中腹腔镜气腹压力，经腹
腔途径解剖标志清晰，中央静脉位置浅表，
易于早期分离结扎，而且操作空间大，便于
钳夹周围组织推动肿瘤，术中肠道干扰少，
恢复时间短。因此，对于≥6cm的巨大嗜铬
细胞瘤，采用经腹腔途径腹腔镜切除术具
有明显优势，可以提高术中血流动力学的
稳定性及降低手术难度。

市中心医院完成我市首例腹腔镜巨大嗜铬细胞瘤切除术

摘除危及患者生命的“定时炸弹”

4月30日，我市举行“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大会，
会上表彰了一批奋斗在全市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邵
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天
华被授予“邵阳青年五四奖章”。

易天华2010年郑州大学医学院毕业，一直在邵阳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工作，先后主持开展邵
阳市领先水平手术15项。几年来，他先后主持了“人工
听骨在中耳炎听力重建”“人工耳蜗在先天性耳聋患儿
中的应用”等多项省、市重大课题。其中，“人工耳蜗在
先天性耳聋患儿中的应用”获邵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刻苦钻研，让易天华对相关领域的常见病乃至疑
难杂症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邵阳市拥有一大批

“粉丝”。
2017年，一名老年女患者因顽固梅尼埃病眩晕频繁

发作，平均2至3天就大发作一次，每天小发作数次。这
名患者大多数时候只能躺卧在床，跑了多家医院就诊治
疗，均疗效不佳，后来经人介绍到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就诊。易天华凭借过硬技术，为其顺利实施内淋巴囊
减压手术，这也是邵阳市最先开展的眩晕外科手术。

易天华把“医乃仁术，无德不立”作为自己的座右
铭，对患者始终怀着一颗真心。

2015年，易天华曾经收治一个鼻息肉病人。这是一
个来自乡下的老人，家境艰难。在做完手术后，他偶然
发现老人蹲在交费大厅的一个角落里，独自发愁。出于
医生的职业敏感，他赶忙上前询问，原来患者因为手术
花掉了所有积蓄，现在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

易天华知悉情况后，赶忙帮老人从医院食堂打上一
份热乎饭菜，又给了老人200元钱买车票，并把自己的联
系方式留给老人，叮嘱老人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需
要帮助就给他打电话，老人激动得连声道谢。

作为一名医生，易天华始终把从严律己作为从医
之基。由于医技高超，很多患者慕名前来就诊。为了
挂上号或感谢，经常有患者或家属送红包，可易天华总
是婉拒。

一次，一位70多岁的老人带着孙儿来找易天华做手
术，老人为了让孙儿尽早康复，在手术前后多次给易天
华送红包，都被他婉拒了。最后临近出院时，老人固执
地又将红包送了来。万般无奈之下，易天华将红包退还
给他孙儿，委托他回去后转交爷爷。老人非常感动，为
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最后只好请人做了一面锦旗，
上绣“妙手回春，医者楷模”八个字，和全家人一起送到
易天华办公室。

杏林春满映天华
——记“邵阳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易天华

周志斌 谢翠玲

邵阳日报 5月 12日讯（记者 陈贻
贵 通讯员 曾璇） “今天，我拿到了梦
寐以求的培训合格证书，为助培画上一个
完满的句号……”5月9日下午，在邵阳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2015级、2016级助理全科
医生培训学员毕业典礼上，学员代表吕丽
丽用真挚朴实的语言总结了两年的助理全
科培训经历和感悟。

2016年，从邵阳学院（原邵阳医专）临
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吕丽丽选择立志当一
名全科医生。于是，她回到了母校，报名参
加了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成为湖南省首批
助理全科医生之一。通过两年的培训学
习，她掌握了全科医学基本理论、全科医疗
基本临床技能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能。
2018 年 11 月，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新
宁县中医院工作。

吕丽丽表示，基层的医疗资源比较缺
乏，参加这次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后，她将发挥
自己的特长优势，为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诊治水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断满足
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
才，主要在基层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
与及时转诊、预防保健、康复治疗和慢病管
理等一体化服务。“小病进社区，大病去医
院。”工作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是
离居民最近的健康“守门人”，也是居民看
病的第一道关口，更是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的重要一环。

2018年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
机制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城乡每万名
居民拥有 2~3 名合格全科医生的目标；到
2030 年，城乡每万名居民应拥有5 名合格

的全科医生。值得重视的是，我国全科医
生却一直面临着人员缺口严重的尴尬现
实。中国医师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年底，我国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有 30 万
人。距离实现2030年城乡每万居民拥有5
名合格全科医生的目标，还有将近40万的
缺口需要填补。

2015年，为全面提升我市农村基层全
科医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邵阳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率先在全省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学
员，招收了 15 名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学员。
2016年，该院被省卫计委认定为全省助理
全科医生培训基地，成为湖南省首批30家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之一。

2015年至2016年，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共招收了 52 名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学
员。当天的毕业典礼上，他们中的25名学
员顺利完成了两年的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的全部内容，并取得了执业助理医生
资格证，领到了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
书。这些助理全科医生完成培训后，将回
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为一名合格的执业
助理医师，为当地百姓提供全科医学服务。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科教科主任何
烈人介绍，他们严格按照助理全科医生培
训大纲要求，制定了在内科、外科、门诊、妇
产科、儿科、传染病科、精神疾病科及公共
卫生服务等多个学科的详细培训方案，采
取各科老师带教与全程导师监管相结合的
模式，帮助学员们积极完成培训计划和任
务，将他们培养成合格过关的全科医生。
培训考核合格后，他们成为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抢手人才”。据统计，
该院2015、2016级学员中有80%已经就业，
大部分在从事全科医疗工作。

充实基层，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我市首批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结业

邵阳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陈
红云） 5月11日上午，邵阳市医学会
甲状腺乳腺学组2019年学术年会暨湖
南省健康管理学会甲乳专委会规范化
诊治巡讲会议在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举行，本市及周边地区的近400人参
加此次会议。会议邀请了国内甲状腺、
乳腺疾病诊疗领域知名专家进行培训
授课。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甲状腺疾
病诊疗中心创建于 198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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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邵阳市
唯一的省级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
已累计收治各种类型的甲状腺、乳腺疾
病病人12万余例，完成各类手术3万余
例，每年完成甲状腺癌与乳腺癌手术近
500例，并开创了全市甲状腺腔镜手术
先河。

此次培训旨在通过专家授课，精
英骨干交流学习，规范我市甲状腺乳
腺疾病的诊治方案，积极开展多学科
合作。在国内专家的指导下，学习新
技术，拓宽专科技术的服务范围，探索
甲状腺乳腺疾病临床医疗新技术的

“承接—再创新—推广”新模式，提高
我市甲状腺乳腺疾病防治水平和基层
医院的诊疗水平。

加强学习交流

提高我市甲乳疾病防治水平

5 月 7 日 13 时许，在市脑科医院
十一病区医生办公室，袁通亮一个人
待在办公室里，时常有患者和家属前
来咨询。

“医生，你好，李医生不在吗？那可
以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病历，开点药
吗？”一名病人家属急匆匆地跑到医生
办公室，称自家孩子的药吃完了。袁通
亮没有立即给开药，而是将患者的病历
重头到尾看一遍，又和患者的主治医生
电话沟通了一番，酌情给该患者开了一
个疗程的药物。他说，医生不能马虎了
事，必须要对患者负责。

患者家属孙女士说，她丈夫到市脑
科医院住院以来，一直都是袁通亮接
诊，袁通亮话不多，但是对待病人总是
谦和有礼，非常负责，就算出院回家了，
袁通亮还会经常定期电话回访。

今年 2 月的一天，袁通亮下班在
家里准备休息，突然接到电话，称病
房 的 一 个 患 者 走 出 病 房 后 不 知 所
踪。袁通亮赶紧骑上电动车，在市区
找了整整两个小时，终于在大祥区立
交桥附近的一个花坛边找到了出走
的患者。原来该患者因为家里人不
在医院陪伴，心里感觉很慌，本想出
来走走，可没想到迷路了，只能一直
在马路边游荡。看到袁通亮，该患者
显得非常激动，回医院的路上一直紧
紧牵着袁通亮的手。

袁通亮说，在脑科医院当医生，有
时候不仅仅能够医病，更多的时候能够
医心，能给予病人一定的安全感，让他
们依赖自己，相信自己。

袁通亮：默默做事 尽心服务

陈 星

5月11日，湖南华兴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第
十二次大型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376 名员工成功献
血。因公司连续十年举办无偿献血活动，去年，该公
司荣获2016-2017年度“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
奖”。 伍洁 摄

“五四”青年节前夕，市脑
科医院组织36名党员到武冈
市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

今年以来，市脑科医院通
过将主题党日活动与节日、日
常工作融合，让革命历史传统
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有机结合，打造学习型党
组织，提升党员综合素质。

通讯员 肖向荣 杨馥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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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里的易天华（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