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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敏 通讯
员 彭颖异 舒建平） 10 月 27 日，“湖
南湘西南地区颅内血肿微创清创术培训
班“在我市举办。省内多位神经内科专家
应邀参加，并开展了学术交流。

此次培训班由市第二人民医院主
办。开班仪式上，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肖
坚表示，作为全市规模最大且具有自身特
色技术和学术风格的脑血管诊疗中心一
直是该院的特色专科，该科自主研制的

“瘫康液1号、2号”专利中药制剂，有效治
疗了大量脑卒中患者。近年来，学科不断
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介入治疗、康复于一
体的诊疗特色，专业治疗脑血管病及其它
神经系统疾病。2018年，该院脑血管病区
收治住院病人九千人次，完成“脑血管造
影术”700 余台、“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
200余例、“脑动脉瘤栓塞术”“颅内（外）支
架植入术”“脑梗死超早期取栓术”等治疗
病例100余台。目前，该院正准备着手打
造基层版国家级卒中中心及邵阳市基层
医院卒中联盟，将继续发挥学科优势，努
力提升本地区神经内科诊疗服务水平，为
区域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活动中，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肖
波，湖南省卒中学会会长、省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高小平，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主任医师赵志鸿等专家分别就脑血管病
新技术新进展、颅内动脉瘤的血管内治
疗、脑出血指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为来自全省的近300余名神经内科专业领
域的精英们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此次培训班的举办，有利于提高基层
医务人员诊疗水平，熟练掌握脑血管疾病
的早期识别、诊断及救治能力。同时，对
推动我市神经内科专业持续发展，提高神
经内科专业诊治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专家“传经送宝”

提速全市神经内科发展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陈芳 唐湘
玲 张亚慧） 10月24日至25日，湖南省
慢性肾脏病质量管理论坛暨2019年邵阳
市医学会肾脏病学及血液净化专业委员
会学术年会在我市举行。来自全省的300
余名从事肾脏病学及血液净化专业的专
家及医护人员齐聚一堂，交流临床实践经
验，传递最新的肾脏疾病治疗理念。

会议由湖南省人民医院和市中心医
院联合举办。会上，进行了新一届的肾脏
病和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选举
了市中心医院肾内科主任王小艳为新一
届主任委员，市中心医院成为新一届的主
委单位。

本次会议特邀省内和市内知名肾脏
病学专家讲授肾脏病质量管理，血液净化
新进展，腹膜透析患者的管理等内容，从
多角度进行经验交流和专题学习。湖南
省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梁玉梅带领的医
护专家团队及邵阳市的部分专家，为大家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梁玉梅以

《慢性肾脏病的综合管理》为题，从多个方
面讲述了怎样对慢性肾病进行综合管理；
周六产以《膜性肾病治疗新进展》为题，分
享了膜性肾病治疗的相关知识及治疗新
进展；王小艳主讲了《透析患者血管钙化
防治策》，指出透析患者血管钙化的传统
因素，并就透析患者血管钙化的防治给出
了指导意见。

本次大会为邵阳地区肾病学工作者
们搭建了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的学术交
流平台，从整体上提升了邵阳地区慢性肾
脏病的规范化诊疗水平。

大咖云集 凝“肾”聚力
湖南省慢性肾脏病质量管理论

坛在我市召开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
贵） 今年10月28日是第20个“世
界男性健康日”。10月27日上午，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泌尿烧伤
外科组织医护人员，在该院开展

“健康中国我行动 幸福相伴在一
起”第 20 个“世界男性健康日”主
题义诊活动。

义诊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免费
为市民测量血压，发放科普宣传资
料，并提供问诊、咨询等服务，专家
们就前列腺疾病、性功能障碍、男
性不育、男性生殖器畸形等男性健
康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传播健康
理念。市民岳先生陪着母亲来到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做检查，看
到举办义诊活动，他就顺便向泌尿
外科专家进行问诊。医生向岳先
生讲解了男性健康方面的知识，并
送上治疗前列腺疾病方面的书籍，
建议他戒烟酒，合理膳食，少吃辛
辣食物。“我患前列腺疾病一年了，

平时没在意，也没了解前列腺方面
的知识，今天通过专家问诊知道以
后该如何检查治疗了。”岳先生说。

王建平今年 61 岁，在邵阳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从事保洁工作。
现场测量血压后，医护人员告诉
他，他的血压有点偏高，询问他是
否有高血压。王建平说，他有高血
压，一直在吃降压药，但血压降不
下来。询问基本情况后，医护人员
建议他试着空腹吃降压药。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每年的 10
月 28 日为“世界男性健康日”，并
在每年的“世界男性健康日”要求
世界各国加大对男性健康的宣传
力度，呼吁整个社会、每个家庭多
一点对男性健康的关注和关爱。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泌尿
烧伤外科主任罗林介绍，男性是家
庭的顶梁柱，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男性承受着巨大的工作与精神
上的压力，越来越多的疾病正严重

威胁男性的身心健康，如前列腺
炎、性功能障碍、前列腺增生、泌尿
生殖感染、不育等。前列腺炎、性
功能障碍等常见的男科疾病呈现
年轻化的趋势。

罗林说，前列腺炎早期并无明
显病症，但如果长期不接受正规治

疗，容易导致男性性功能障碍，还
可能会增加病变风险。“很多男性
对于自身的性健康缺乏重视，或者
觉得羞于启齿、羞于看男科，这种
观念很普遍。”罗林建议，男性要关
注自身的健康问题，每年定期体
检，及早发现及时进行干预治疗。

关爱男性健康 共享幸福生活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开展“男性健康日”义诊活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
贵 通讯员 李 文 娟 孟 天
笑） “电工师傅们，你们辛苦
了！有电了，晚上进出就方便了，
再不担心遭摔遭撞了。”10 月 23
日上午，看着正在给自己家免费
安装线路及电灯的市中心医院党
员志愿者们，邵阳县塘渡口镇联
合村的贫困户张春姣喜笑颜开，
感激不已。

联合村是市中心医院驻村结
对帮扶村，全村户籍人口 3003
人，贫困户101户。一年来，市中
心医院驻村帮扶队积极宣传医疗
保险、扶贫贷款、教育资助、房屋
改造政策等各项政策，通过开展
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目前已脱贫
91 户，其中今年脱贫 31 户，尚有
10户未脱贫。

当天，市中心医院机关党总
支第七党支部的 10 多名党员志
愿者来到联合村，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把
光明送到贫困户心坎上，为他们
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困难。活动开
始前，全体党员志愿者举起右手，
面对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贫困户张春姣有一儿一女，
儿女们长期外出务工，由于经济

拮据，一间杂屋和门口走廊上一
直没有接上电，晚上行走多有不
便。得知此事后，市中心医院机
关党总支第七党支部的党员志愿
者带来电线、灯泡、开关、插座、灯
头等，上门为她免费进行线路、电
灯的安装。

大家分工协作，一组党员志
愿者负责室内布线，另外一组负
责安装开关、灯头和灯泡，布线装
灯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经过党
员志愿者的紧张忙碌后，电线与

灯终于接好。看着这群非亲非故
的“红马甲”们义务为自己忙碌了
一上午，张春姣十分感动，连声向
党员志愿者们道谢。

79岁的谢草娥老人有5个儿
子，但他们都不与老人居住在一
起。老人过着独居生活，家里的
线路出现故障、灯泡坏了，得不
到及时维修。得知她家一间卧
室没有灯泡后，党员志愿者主动
上门，为她换上了新的灯头和节
能灯泡。

帮扶贫困户 爱心送“光明”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何
文明）10 月 24 日下午，市第二人
民医院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到双
清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

全体党员跟随讲解员参观了
文物陈列馆，学习了老一辈共产
党人的革命精神，追寻了革命者
的英雄足迹。

参观学习后，大家纷纷表
示，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把对

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化作干好
本职工作的精神动力，着力解决
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做
好各项工作。

重温革命历史 传承红色精神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
云 通讯员 尹福桥 曾明） 骨
性关节炎是一种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的中老年常见疾病。膝关节骨
性关节炎是一种老年退形性疾病，
随着年龄增加，人体关节逐渐磨
损，容易出现膝关节疼痛肿胀症
状。近日，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骨科接诊了一位年逾八旬的患骨
性关节炎多年的病人胡奶奶，通过
手术治疗，术后效果明显。“真是神
奇，没想到我家老人这么多年的顽
疾，在你们这治好了。感谢医生！”
胡奶奶的儿子感激地说。

胡奶奶今年83岁，右膝疼痛6
年加重2年，平常的腿部屈伸明显
受限，穿鞋袜、上厕所等基本生活
受到限制。能自主行走的距离小
于100米，生活上很不方便。前段
时间晚上因膝关节疼痛，难以入
睡，到多个医院检查并接受了保守
治疗，效果欠佳。近期疼痛再次加
重，遂到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
科就诊，骨科主任罗亮成接诊了胡
奶奶，为她做了相关检查，考虑为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进一步综合查体及辅助检查评
估，考虑胡奶奶为膝关节内髁病变，
可行创伤更小的单髁置换术。10月
22日，胡奶奶住进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骨科接受全面治疗。由于胡奶
奶年事已高，又存在心律失常、高血
压等基础疾病，经多科室联合会诊，
给胡奶奶制定了最佳治疗方案。10
月24日，胡奶奶成功进行了单髁置换
手术。次日上午拔管，胡奶奶腿部屈
伸明显好转，疼痛明显减轻。家属们
表示难以置信，连连称赞。

罗亮成说，膝关节骨关节炎，一
般从内髁开始，逐步累及全膝，目前
缺乏有效内科治疗，以手术治疗为
主，手术方式以全膝关节置换术。
创伤大，且假体有一定使用年限，二
次翻修困难，因此针对较轻的病人，
医生一般建议等待，观察，病情严重
了再进行全膝置换。

单髁置换术，是一种精准医
疗，骨关节炎早期病变以内髁为
主，仅仅置换内髁，损伤小，而且不
影响二期全膝置换。同时，保留了
膝关节内的韧带，保留了本体感
觉，步态正常，很多患者甚至不觉
得自己做过关节置换。“最近我们
还有个患者，行单髁置换术后数
月，游故宫，登长城，大大提高了患
者生活质量。”罗亮成说。

单髁置换术

让八旬老人

告别膝痛困扰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易邵
平） 说到“急救”，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120”。确
实，遇到周围有人突然受伤、发病，第一时间拨打
120可以得到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但我们是否问
过自己：“除了拨打120，身处现场的我，还能做些什
么？”

为普及急救知识，提高广大群众的自救和互救
能力，10月24日，市中心医院东院健康管理中心为
圣菲达服装厂的职工进行了急救技能培训。

市中心医院ICU医生邓定发以“心肺复苏术”

和“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为主要课题向大家传授
相关急救知识，并讲解了在遇到突发事故时如何第
一时间采取正确、有效的应急措施，在医护人员赶
来前最大程度自救或协助挽救生命。

邓定发还对这两种急救方式进行了分步解析，
并在现场进行了操作示范。参与培训的职工们在
老师的辅导下，利用模拟人认真练习，反复体验，最
终基本掌握心肺复苏术和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的
操作方法。两个小时的培训，气氛融洽，大家纷纷
表示受益匪浅。

守护生命“救”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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