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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文理学院组织开展校园冬季无偿献血活
动，学生们利用休息时间争先填表、献血，气氛十分热烈。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有1200余人参与，累计无偿献血36万
毫升。 本报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燕磊 摄

近日，由中国商报社与《今日经济》杂志联合主办的
“2016中国创新论坛”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召开，常德力源
医学检验中心董事长张佑国（右三）被授予“2016年中国健
康产业十大创新人物”称号。

本报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刘金明 摄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杨雅钧 严美元）昨日，鼎城区卫生
计生局、区妇联和区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联合开展春节返乡
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活动，为
外出务工返乡的育龄妇女送上一份
特殊的节日礼物。

此次活动为期一个月，凡属鼎
城区户籍，春节期间返乡的 35 至 64
周岁妇女，携带本人身份证均可到
鼎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进行“两癌”免费筛查。

为确保此次活动取得实效，该
区高度重视，统一部署，采取召开动

员会、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广
泛 宣 传 ，积 极 引 导 广 大 妇 女 了 解

“两癌”的相关症状及防治知识，主
动参与“两癌”检查。整个检查过程
严格按照知情同意登记，乳腺视诊、
触诊和B超，妇科检查、TCT取材、阴
道分泌物取材和化验，盆腔 B 超，结

果反馈和指导等流程进行规范化操
作，同时安排有专职人员负责体检人
员的分流、解释、反馈等工作。

自 2016 年 实 施 农 村 妇 女“ 两
癌”免费筛查项目以来，该区共拨
付 140 万元用于农村妇女“两癌”检
查。

鼎城进行返乡妇女“两癌”免费筛查

本报讯（通讯员 孙雪兰）
近日，邓某在工作中被坠落重
物压伤并挤压左侧膝关节，被
紧急送往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
骨科就诊。

来院后，患者认为自己还能
动弹，只是一点皮外伤和挫伤，于
是一个劲儿地要求医生，打点消
炎消肿药就可以了。有着丰富临
床经验的骨科主治医师曾凡瑞没
有放松警惕，立马为患者做了全
面检查，发现患者左膝关节肿胀
明显，并伴有右足动脉搏动消失，
推测患者可能发生了下肢动脉栓
塞。为进一步确诊，他陪同患者
做了血管彩超、核磁、血管造影检
查，结果证实患者的确发生了膈
动脉栓塞，需要立马手术，否则会
有截肢风险。

得知这一结果，患者一开始
拒绝做手术。曾凡瑞立马为患
者及其家属做了全面的病情介

绍、讲解手术必要性，使患者了
解并同意手术。另一边，护士也
在做好术前准备，争取在最短的
时间进入手术室。一番努力后，
最终为患者顺利取出动脉血栓，
并用支架固定患者左下肢。经
过骨科医护人员一段时间的精
心护理，现患者已顺利出院。

曾凡瑞介绍，下肢受到挤压
伤后要谨防出现下肢动脉血栓
的发生，栓塞肢体严重缺血4至
6小时，即可发生坏死，一旦发生
挤压伤，应立即制动患肢，禁止
按摩热敷患肢，并前往医院做全
面检查，切莫轻视，以免耽误病
情，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重物压伤莫轻视

本报讯（通讯员 梁建民 文/图）近日，由湖
南省二医院手足外科陈立科教授、神经内科刘
秋庭教授、神经外科邹淑聘教授、骨关节科李宝
军教授组成的专家博士讲学交流团，来石门县
人民医院开展学术讲座和义诊查房。

上午 8 时半，4 名专家分别来到该院骨科
（一）、骨科（二）、神经内科（一）、神经内科（二）、
神经外科。他们进入病房，查看疑难病例，指导
制定治疗方案；开展学术讲座，介绍专业领域的
最近进展，带来了新的理念，让该院医务人员了
解前沿的医学知识。专家们对该院的综合实力
以及医院管理给予了充分肯定，表达了加强技
术合作，不定期进行帮扶指导的愿望。

本报讯（通讯员 文俊 张宁）为切实做好春节期间的
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日前，
武陵区卫计局深入3家乡（镇）卫生院、11家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检查组一行重点对各卫生计生单位安全生产责任
制落实、消防安全、项目施工安全、交通安全、危化品安
全、特种设备安全、医疗安全、救护车辆、毒麻药品管
理等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17 处
安全隐患，当场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并上
报整改情况，切实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武陵区卫计局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杨
善军）近日，市卫生计生委举行医卫科
技特派员赴乡镇挂职暨医卫人员进社
区欢送仪式，他们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基
层医疗服务。

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

定，选派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一中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的10名主治医生到乡镇
卫生院挂职任副院长，采取全脱产的形
式，分别对口支援鼎城区周家店镇中心
卫生院、石门县易家渡镇卫生院、蒙泉
镇中心卫生院、夹山镇卫生院、维新镇

中心卫生院等10所乡镇卫生院；选派
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一中医院、市妇幼
保健院、市第三人民医院、市第四人民
医院共5家医院相关科室医务人员对
口支援武陵区永安、南坪、白马湖、东
江、鼎城区斗姆湖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这些来自儿科、心胸外科、骨科、妇

产科等科室的医务人员，将通过发挥
“传、帮、带”作用，使基层医务人员整体
素质不断提升，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市医疗专家提供的优质服务。

我市医卫特派员下基层“传帮带”

临澧中医院
进行集体廉政约谈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辛怡林 王明义）1月4
日下午，天气虽格外冷，但在临澧中医院多功能大会议室
里，73 名医院中层骨干却是人人红脸出汗，不时脱掉棉
衣。原来，该院正在开展中层骨干集体廉政约谈活动。

6位领导班子成员分成6个组，按照“一人一份约谈方
案，一份约谈提纲，一份问题清单”的要求进行集体约谈。
他们分别听取了各科室主任、护士长述职述廉和自我评价
之后，按照“两个责任”及市纪委、县纪委下发的关于廉政
约谈通知精神，当面直戳痛点，并提出了整改措施。此次
廉政约谈不讲情面，不走过场，不讲成绩，只说问题，直戳
痛点，评得个个红脸，人人出汗。据悉，此次共查出14件廉
政方面的问题，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提拔使
用和责任追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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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石门县宝峰街道花龙完小组织全校学生进行健
康体检。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对每个学生的体检结果都
作了详细记录，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保健建议，引导
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本报通讯员 向金文 黄健康 刘谨 摄

义务查房。 专家开展学术讲座。

许多人因为工作繁忙，或者抱着
侥幸心理，往往几年都难得去体检一
次。而很多固定献血者在谈及自己的
无偿献血经历时，常常提及“献血让自
己更健康”，因为“献一次血就好比做
了一次体检”。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
回事呢？

献血前的健康征询献血前的健康征询

献血前，献血者都必须先填写
一份《献血登记表》。除了如实填
写姓名、年龄等个人信息以外，市
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会根据《献血
登记表》背面所列出献血者不能或
暂缓献血的条件，对献血者进行健
康征询，并对献血者进行血压、脉
搏等基本情况的检查，以此来做出
可以献血、延期献血或不能献血的
决定。

血液初血液初筛筛

健康征询完成后，工作人员抽取
献血者的手指血进行血液初筛。这一
个简简单单的小操作，一般需要三分
钟的时间，但却能快速检测出献血者
的血型、血红蛋白、乙肝表面抗原和转
氨酶四个项目。只要通过血液初筛，
献血者就可以顺利参加献血。

血液检测血液检测

需要注意的是，献血者的血液通过
了初筛检测，并不意味着这袋血就是
合格的，而是还必须经过第二次更为
严格的复检——包括 ABO 血型、Rh
血型、转氨酶、乙肝、丙肝、梅毒、艾滋
病、核酸检测共计八个项目。其中，
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四个检测项
目必须各用不同厂家、不同批号的试

剂严格检测两遍，本着“宁可错杀一
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严谨精神，只要
有一项检测不合格，意味着这袋不合
格的血液也将面临报废处理的命运。

过五关，斩六将，只要通过了以
上所有的检测程序，也就意味着献血
者的血液将可以成功地帮助有需要的
患者。血站将会在献血后1周左右以
短信方式进行反馈，而检测结果不合
格的献血者，血站也会电话告知。

对于献血者来说，成功参与一次无
偿献血，不仅是爱心的奉献，更是身体
健康的证明，而献血时进行的所有严格
检测，都是免费的。不过，有过高危行
为却还献血的，将献血作为“筛查艾滋
病”、验证自己是否感染的人，一旦造成
严重后果，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需要郑重说明的是：虽然无偿献
血相当于一次免费体检，但无偿献血

时的检测与医院里面的健康体检还是
不一样的。有一些献血者在收到血液
检测不合格的通知后，往往比较惊慌，
担心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出问题了。其
实，血液检测不合格，并不代表身体不
健康！

（常德市中心血站）

本报讯（记者 帅泽鹏 通讯员 胡
嫣）鼎城区城管局组织干部牺牲休息时
间，加班加点，默默为城市管理多做贡
献，受到广大市民点赞。

为了确保市民度过一个整洁有序、
祥和安乐的元旦小长假，鼎城区城管局
提前部署、精心安排，坚持“人员不减、
队伍不散、假日不休、标准不降”的原
则，采取分班、错时和延时管理的方法，
进行“无缝隙管控”，多管齐下保障节假
日期间的市容市貌。针对实际情况，他
们重点加强了对桥南商业圈周边、小区
周边及重点路段的市容规范，强化人流
量集中区域的管理，针对出店经营、占
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违规行为主动进行
劝导教育并及时查处。

节假日和双休日，是商家促销宣传
的高峰期，往往各式各样的宣传手段层
出不穷，发传单、雇人举牌游街、高分贝
音响等等连番轰炸，随之而来的堵塞、噪
音等一系列问题时常让市民感到困扰，
对此，鼎城区城管局加大力度，对敲锣打

鼓走街串巷进行广告宣传、游街举牌广
告宣传、小车包上宣传广告高音喇叭宣
传等游街广告宣传进行了集中整治。据
了解，几天时间里共依法依规整治游街
举牌广告28起，取缔气球拱门5起，耐心
劝离15起，有效地遏止不文明现象的发
生，进一步规范了市容秩序，使江南城区
市容环境明显优化和提升。

此外，执法人员在巡查过程中还发
现几起露天焚烧垃圾的行为，及时对当
事人进行了制止和教育。

鼎城区城管节假日加班保市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