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
员 杨婷婷 文/图）近日，常德烟
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为弘扬企
业爱心文化，组织开展大型无偿
献血活动。当天，共有110名员
工捐献热血，为保障市民生命健
康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为合理安排此次献血活动，
该公司工会提前组织动员，发出
倡议书，号召员工加入到献血的
爱心热潮中来。献血现场，公司
为每名献血员工准备了营养补
给，为献血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后
勤保障。公司副总经理严重阳
带头献血，为企业员工做出了表
率，企业员工纷纷挽袖献血，并
在献血车上说起了自己的献血
故事。

近年来，常德烟草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把无偿献血作为企业
爱心公益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
社会形象，多次荣获常德市无偿
献血工作先进单位。

图为该公司副总经理严重
阳带头献血。

常德烟草机械公司110名员工义务献血

每一位肿瘤患者，多半都是谈化疗
色变，他们惧怕的不是肿瘤本身，而是在
抗肿瘤过程中因相关治疗所带来的副反
应等一切痛苦感受。众所周知，化疗会
引起恶心、呕吐，这一系列反应被简称为
——CINV，这是化疗常见的副反应之
一，例如肺癌化疗中常用的顺铂更是
一种高度致吐药物，CINV 对患者的情
感、社会和体力功能都会产生明显的
负面影响，可能造成患者的生活质量
下降、治疗依从性差、代谢紊乱、营养
失调、身体抵抗力下降，产生对化疗的
极度恐惧感等，严重的不得不减量治
疗，甚至终止抗肿瘤治疗，导致疗效大
打折扣。

“以前科内的化疗病人个个都有严
重呕吐，轻则用碗用盆接，重则用桶来接
呕吐物，很多病人都因耐受不住呕吐的
痛苦折磨而放弃后面的化疗。”石门县
中医院唐护士是肿瘤科的元老了，她如
此描述上班所见。自从该医院医师刘鹏
从上级医院进修学习回来后，苦研止呕
秘方，终于在科主任吴修海等多位经验
丰富医生的指导帮助下，研究出科室独
有的化疗黄金搭档“无呕方”，并针对个
别敏感体质的患者，在给药的时间段也
做了严格调整，并采用“无呕方”加中西
医结合止呕治疗，效果极佳，为肿瘤患者
带来福音。

去年9 月，科内入住一位在外院已

行 2 次化疗的肺癌患者宋康（化名），经
吴修海和刘鹏研究决定，在原有化疗
方案基础上配合化疗黄金搭档“无呕
方”，宋康在化疗过程中未出现一次呕
吐，也没有恶心等相关症状，他说：“没
想到这个新秘方真管用，让我能吃能
睡轻松做化疗，这给我后面的治疗增
加了很大的信心。”宋康的女儿补充
道：“是啊！我爸上次在外地做化疗
时，呕吐到不行，让我们着实心疼，看
着他身体越来越差，最后才选择回家
乡来做治疗，没想到中医院就帮我们
解决了苦恼。”

同月，科内的患者徐欣（化名），经
检查诊断为宫颈癌复发，当医生说需要

再次进行多周期化疗时，徐欣和家属瞬
间泪崩。通过医师的耐心沟通得知，原
来徐欣认为自己对呕吐是极度敏感体，
第一个周期化疗就因还有2次没有坚持
做完才导致这么快复发的。吴修海得
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为徐欣介绍了“无
呕方”，解除其疑虑，使之重拾抗肿瘤的
信心，现徐欣已经做完了所有周期的化
疗，恶心、呕吐次数为零，出院时徐欣和
家人握着吴修海的手道：“谢谢您，感谢
六病区这个团队，让我重获新生，什么
肿瘤，什么化疗，我都不再恐慌，因为你
们有良方。”

自化疗遇上“无呕方”后，在科内开
展的30余例化疗中，化疗所致的呕吐少
之又少，且出院呕吐的患者经方案调整
后均得到了良好的控制，随着无呕病房
的创立与逐步开展，更多肿瘤患者对化
疗不再惧怕，甚至很大程度降低了患者
对肿瘤的恐慌，顺利完成化疗周期，达到
预期治疗效果，抗肿瘤整体诊疗水平得
到明显提高。

无呕化疗陪您轻松抗肿瘤
□本报通讯员 文迎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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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卫计局
纠“四风”查腐败出新招

本报讯（通讯员 辛怡林 王明义）开展查处发生在
医务人员身边的“四风”和腐败，是市县纪委一再强调
的问题，今年来，临澧县卫计局纠“四风”和防腐败又出
新招。

党纪齐推共管。将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医院绩效管
理体系，把查处“四风”和腐败问题督查纳入党风廉政
建设周巡月查中，统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专项工
作。并为医务人员设立医德医风管理单项电子文档，
将日常督查与专项督查相结合，在周巡月查中逐科逐
人记录在档。

正反教育筑防线。加大以案说纪力度，使广大职
工明规矩守纪律。加强正面教育，通过守纪反腐的先
进典型，到各县直单位、乡镇卫生院开展廉政专项辅导
演讲的主题教育活动。加大反面典型案例剖析，利用
各医院院报、内网及时通报“四风”和腐败案例，以案严
纪，以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

走访纳谏，查找结合。医院党委、纪委、工会联合
组成调研小组，深入各乡镇、村、社区，采取座谈、发放
问卷调查表形式，了解医院相关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四
风”和腐败问题，做到内查外调不留死角。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夏
锴 贺科）为进一步强化科教意识，提高
科研质量，3月24日，市一中医院召开以

“科教兴院，人才强院”为主题的2017年
科教大会。

2016年，该院鼓励临床科研，共获省
市科技成果3项，提升了医院内涵；规范

教学管理，积极承担附属医院和教学医
院的职责，医疗教学得到了协同发展；全
力抓好继教和住培工作，配合医院实施
人才强院的战略。

该院副院长王国佐做出 2017 年科
教工作的规划和部署，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6年度科教工作先进团队和个人的决

定》，各位院领导为获奖人员颁奖。科教
科科长欧广才宣读了《科教教学管理暂
行办法》补充规定。

随后，院长邵先舫对科教工作提出
了要求。他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一定要转变理念，把科教工作作为
医院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来抓；要讲究方

式方法，既要立足临床，解决临床的关键
问题，又要善于借助外力，实行多科室联
合，努力提高科研水平；职能部门要做好
管理工作，提供保障，加大投入，营造良
好氛围。

最后，受邀而来的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喻嵘教授，就
如何进行科研选题、国家自然基金标书撰
写、如何突出项目创新性、申报不成功的
常见原因进行了详细讲解，用翔实的案例
和真实的体会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科
研教学课。参会人员均表示受益匪浅。

市一中医院科教兴院提升核心竞争力
石门接受
全国健康扶贫第三方评估

本报讯（通讯员 唐为兵 彭春华）近日，国家健康
扶贫县级第三方评估工作在石门县举行。

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带队的评估
组一行，听取了该县健康扶贫工作情况汇报，查阅了相
关资料，实地查看了县人民医院、楚江街道办健康扶贫
工作开展情况。他们充分肯定了石门县2016年的健
康扶贫工作，并希望树立主动作为意识，积极争取政策
支持，充实健康扶贫指挥部力量，探索集中与分类救
治、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经验，真正把健康扶贫工作做
出成效。

石门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对评估组提出的要求一
定抓好落实，研究完善全县健康扶贫具体办法，让全县
贫困人口真正有获得感。

鼎城加班加点
录入计生奖扶对象信息

本报讯（通讯员 汪静 严美元）日前，鼎城区如火
如荼地把2017年度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信息，
录入国家奖励扶助信息PADIS系统中。

为确保2017年度计划生育奖扶资金落实到位，自
3月15日开通国家PADIS平台后，鼎城区卫计局根据
工作进度要求，及时安排，不仅利用白天工作时间紧锣
密鼓地录入，每晚还加班加点进行2017年度新增奖扶
对象录入工作，确保4月15日前新增的4000多名“两
扶”对象全部录入国家奖励扶助信息系统。操作过程
中，工作人员对每个个案认真审核、细致录入，并对历
史数据中需要调整的联系电话进行修改完善，确保了
计划生育奖扶民生数据准确无误。

一直以来，该区本着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的原
则，坚持政策宣传到位、摸底排查到位、资格审查到位、
公示监督到位、年检审核到位、责任考核到位、资金发
放到位、关爱帮扶到位“八到位”，确保计生奖扶政策规
范、及时、准确、公正地落到实处。

市二医院
进行绩效管理改革培训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罗懿莎）为优化医
院管理服务水平，提升医院竞争力，市二医院于去年12
月开始实施绩效管理改革。在完成《绩效管理问卷调
查》和《岗位说明书》等一系列前期工作后，3月24日至
27日，该医院组织召开了四次绩效管理改革培训会议。

此次培训由绩效管理专家张玉韩主讲。他首先分
析了当前国家相关医改政策，以及医院绩效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和难点、不良绩效带来的表象和出现问题的
原因。又通过“绩改方案框架解读”“IOE绩效管理体
系操作”“全成本管理操作”和“绩效管理操作与成果”
四个专题培训，对绩改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让与会
人员充分了解到医院绩效管理重构、建立良好绩效管
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朱春
凤）近日，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市二
医院举办医疗协作、双向转诊及王文军
博士脊柱外科工作站签约揭牌仪式。

市二医院负责人和南华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负责人就合作成功作了热情洋溢

的致辞，市科技局、市卫计委负责人对市
二医院成为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
协作双向转诊医院及王文军博士脊柱
外科工作站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对
后期深度合作和博士工作站的建设提
出了殷切的期望。

揭牌仪式结束后，王文军博士团队
在市二医院举行了常德市脊柱高峰论
坛及脊柱微创新技术学习班，学术讲
座、病例讨论精彩纷呈，现场手术演示
直播更是让与会的专业技术人员受益
匪浅。此外，博士团队还举行了大型义

诊活动，50多张脊柱外科免费号让脊柱
疾病患者足不出户享受了省内、国内一
流的专业诊疗服务。市二医院成立博士脊柱外科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郑伟
峰）随着气温逐渐回升，我市已进入麻疹
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近日，市
疾控中心专家提醒，请家长们拿出孩子
的预防接种本，看看是否需要前往门诊
接种。

目前，全省麻疹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调查发现大部分儿童发病与麻疹类疫苗
未全程接种疫苗有关。省卫计委决定在
3月16日至4月15日开展麻疹类疫苗查
漏补种活动。家里有2010年3月1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出生的儿童，请家长们
拿出孩子的预防接种本，对照一下：8月龄
到17月龄是否接种了一剂麻疹类疫苗？
18月龄到6岁是否接种了两剂麻疹类疫
苗？如果您的孩子没有按要求及时接种，
不论是否具有常德户籍，均需前往现居住
地的乡（镇）卫生院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查验、补种。

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麻疹属于呼
吸道传播类疾病，极易实现人际间的传
播，引起发热、出疹、流鼻涕、结膜炎等症

状。当儿童营养状况不良或本身体质较
弱时，可导致支气管肺炎、心肌炎、脑炎等
并发症，病死率可高达10%。近年来，美
国、欧洲、西非等国家和地区由于人群麻
疹抗体水平不高，产生了大范围的麻疹疫
情暴发，为我国麻疹防控敲响了警钟。

市疾控中心特别提醒，请家长们务
必认真配合卫生部门的摸底和补种工
作。如果孩子近期接种过减毒类的疫
苗，需要至少间隔28天方能补种麻疹类
疫苗。凡以前接种麻疹类疫苗过敏、现

患急性疾病或处于慢性疾病的发作期、
免疫低下或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患
脑病、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
系统疾病者，不能接种麻疹类疫苗。儿
童家长一定要向接种工作人员如实反映
孩子的身体状况，确保接种安全。

我市进行麻疹类疫苗查漏补种

疾病与预防控制
市疾控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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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广东省湖南临澧商会常务副会长祁成
生、秘书长徐德军一行4人来到市二医院，为该商会会
员单位困难员工、癌症患者杨水平送上了由商会会员
筹集的4万多元爱心捐款。图为祁成生（左二）、徐德
军（左一）将捐款送到患者家属手中。

本报记者 朱璐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