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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县人民医院

实施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术

金镇源 李刚

本报讯 通讯员吴林艳报道：近日，通城县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为一例三叉神经痛患者成功实施微血管减
压术。这在湘鄂赣周边县级同级医院尚属首例。
据了解，三叉神经痛是一个顽疾，号称"天下第一
痛"、"世界第一恐怖性疼痛"，发作起来患者痛苦难当，
不敢洗脸、刷牙、吃饭、喝水，甚至风吹、走路都会诱发
钻心的疼痛。微血管减压术是目前治疗三叉神经痛的
首选方法，治愈率在 90%以上。
此例手术中的患者今年 70 岁，饱受三叉神经痛折
磨 3 个多月，病情反复发作，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近
日，在通城县人民医院，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医生李
良芳为患者实施了微血管减压术。手术顺利完成后，
患者被直接送回病房，意识清楚，思维清晰，可以与人
交谈，
没有出现其它神经功能障碍。
该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林甫介绍，微血管减
压术是目前针对三叉神经痛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这
是一种简单的开颅手术，风险小，手术过程只需要两三
个小时，
术后恢复也非常好。

3 月 7 日，全市卫生计生工作会
议明确了今年工作目标：落实新时
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全面实施
健康咸宁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切实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预防重大疾病，稳步提升人民健康
水平。确保省级考核争先进位，市
级目标考核优秀。

▼

市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李华平（左）与
各单位签订目标责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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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工作目标

今年，全市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 15/
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出
10 万以下，婴儿死亡率控制在 6‰以下，
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 116.10 以下，立案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控制在 8‰以下。 “两非”典型案件查处率 100%，对“两非”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本地区每千人
涉案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及时查处到位率
口床位数达到 5.56 张，每千人口执业（助
达 100%。
理）医师数达到 2.69 人。
实施健康促进和留守儿童关爱行
增强公共卫生保障能力，新增免费
动，全市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
治疗艾滋病人 150 人，免费筛查疑似结
务均等化到位率达到 85%以上，流动人
核病人 7820 人，免费查治政策落实率达
口跟踪服务管理到位率达到 85%以上。
到 100%；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达到
免费为 25500 名城乡贫困适龄妇女进行
4.5‰以上；
晚血病人救治率达到 100%。
“两癌”检查。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免费
着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
“两控四改”，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幅控
80%以上。农村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农
制在 10%以下，药占比控制在 35%以下；
村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全覆盖。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达到 40%以上，重
加快母婴设施建设，全市各级各类公共
点人群覆盖率达到 80%以上,建档立卡
场所和用人单位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
贫困人口覆盖率达 100%。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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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健康咸宁

市卫计委将把全面实施健康咸宁战
略，作为卫生计生工作的主题主线，在全
年的工作中一以贯之。
加大健康创建力度。今年，
通城县、
通
山县要积极创建省级健康促进县和省级卫
生县城。崇阳县要顺利通过省级除四害先
进县复核验收。全市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创建健康促进医院。每个县市区各创
建一个省级卫生乡镇。以县市区为单位，
创建一批健康村镇、健康机关、健康学校、
健康单位，
以创促建，
以创促管。
拓展健康管理服务。市卫计委将不
断扩大健康管理覆盖面，做好重点人群

健康管理工作，重点落实好健康评价和
健康干预措施，真正做到让群众不得病、
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
发展健康产业。利用咸宁生态资源
等优势，发展健康医药、健康旅游、健康
养老、健康养生等产业。
实施健康素养提升行动。加大健康
素养 66 条宣传力度，年内编印健康 66 条
宣传小册，农村家庭做到每户一册。结
合精准扶贫，组建健康知识宣讲团进机
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等开
展健康宣讲活动，切实提升居民健康素
养，2018 年居民健康素养形成率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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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改革攻坚

围绕 2020 年建立五项制度的目标，
市卫计委将出台咸宁医改规划和 2018 年
计划。
完善药品保障制度。落实药品购销
“两票制”
，
推进药品带量采购。在全市开
展合理用药专项整治行动。探索建立医院
总药师制度，
加大处方点评、
抗菌药物及辅
助药物管理力度，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市中心医院
牵头组建的医联体要有明显成效，建立
临检、病理、影像、消毒供应四个中心，全
市远程诊疗中心有效运行。咸安、嘉鱼、

崇阳要各建成医共体 1 个，全市要建成有
明显成效的医联体 3 个。各县县域内就
诊率提高到 90%，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
的目标。上级医疗机构下转患者数量较
2017 增长 10%以上。
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各地
要在 3 月份前出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规范性文件。重点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智
能管理和手机 APP 服务。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覆盖率普通人群达 40%以上，重点
人群达 80%以上，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达 100%。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实行
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按床日付费等
复合型支付方式。县级公立医院按病种
付费的病种不少于 100 个。对医联体牵
头单位实行
“总额包干、按季拨付、过程监
督、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对家庭医
生签约医疗机构或团队落实按门诊统筹
定额预付政策。
探索推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申
请成立医管中心，制定建立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的实施意见，在全市选择 1-2 家医
院进行试点，初步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
互协调、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管理体制
和治理机制。让过去的
“良心院长”变
“责
任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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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兴中医事业

今年，我市争取单独设置一个中医管
理机构，开展一次全面深入的调研，制定
一个科学可行的中医药发展规划，努力由
中医药大市向中医药强市转变。
同时，建设一批中医重点专科，市中
医医院、赤壁、通城、崇阳、通山创建 1 个
省级重点专科。评选一批中医药名医名
家，每个县市区推荐 3-4 名中医参加评
选。通过评选，促进中医药人才队伍建
设。创建一批省级示范国医堂。通过创
建示范国医堂，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确
保 90%以上乡镇卫生院至少能开展 10
种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80%社区服务
站和村卫生室能开展 4 种以上适宜技
术。创建一批智能化管理中医医院。加
强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推动智能化管
理，促进中医药与养老事业结合。二级以
上中医医院开设老年病科。各县市区中

家”
的文艺汇演，
发放 2000 余份《赤壁禁
毒报》、1000 余份平安创建《致全处广大
市民的一封公开信》；
布置 11 块禁毒宣传
展板，赤壁禁毒大队干部还现场讲解了
鸦片、海洛因、杜冷丁、冰毒、吗啡、可卡
因、摇头丸、K 粉等 11 种毒品的危害。此
外，
各社区结合本辖区内的情况，
充分利

今年，我市坚持
“三个不变”，围绕
“三
个转变”，落实“四个计生”，开展五项创
新。
全面整合计生政策，搞好系统宣传。
整合基层卫生计生职能，实施转型服务，
加强孕产妇、0-6 岁儿童健康管理，继续
做好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农村孕产
妇补服叶酸，艾滋病、梅毒、乙肝检测等服
务工作。扎实做好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推进免费孕
检工作实现城乡全覆盖。认真实施贫困
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项目，开展贫困地区

用文艺汇演和社区志愿者服务队进行禁
毒戒毒康复宣传，各社区的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工作抓得有声有色，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工作取得了扎实有效的成果。
2017 年赤壁市蒲圻办事处被国家禁毒委
员会命名为“2017 年度全国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示范点”
。 （游凰玲 何浩）

蒲圻办事处抓细抓实“依法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工作
2018 年 3 月 9 日 8:30 分，蒲圻办事
处妇联、综治办，蒲圻司法所及相关社
区部分妇女代表在办事处门前，热情接
待前来咨询的居民和过往群众。
为了抓好抓实维护妇女权益，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办事处妇联精心准
备，认真组织，设计展板，选取相关宣传
资料；综治办、司法所积极配合。活动
开始后，妇联工作人员现场发放了《妇
女健康知识手册》
《妇女权益须知》
《身
体告诉我的那些事儿》等宣传资料和图

遗失
声明

册。活动现场办事处副书记、妇联主席
言娟热情接待前来咨询的老妇人，向前
来咨询的年轻妇女讲解购买“原发性乳
腺癌、卵巢癌、子宫癌、子宫颈癌、输卵
管癌、阴道癌”6 种保险的相关要求。
综治办、司法所工作人员及时发放
了“法治赤壁”
“ 拖欠农民工资怎么办”
等宣传资料。司法所所长刘晓琴和办事
处妇联副主席周泉意热情接待被家暴的
妇女王某，
告知王某如何防止家暴，
如何
用法律保护自己。此外，在接待拖欠工

周梅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4212022012000808，特声明作废。
赤壁广播电视台遗失开具给赤壁市蒲坊医院的湖北省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张，发票代码：4200164320，发票号码：11792575，金额 40000
元，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广联影视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开具给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的
湖 北 省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代 码 ：4200162320，发 票 号 码 ：
12237768，金额 10000 元，特声明作废。

医医院加强知名中医工作室建设，赤壁市
中医医院创建 3 个知名中医工作室。同
时，鼓励社会资本兴办中医机构，发展中
医药健康服务。
建设一个中医特色小镇。加强通城
县康美中医特色小镇建设指导，形成以药
材、药品、药市、药膳、药养
“五药”为主，集
药材种植、研发、加工、销售、文化、旅游于
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中医药全产
业链条，打造全国中医药产业大县。加强
中医师承教育，整理经典名方，让有疗效
的验方、偏方及治疗手段发挥更大作用。
引进、建设一批中医药生产加工基
地。咸安区做好梓山湖医养项目建设，配
合海王药业建好中医药研究所；嘉鱼县做
好金色年华养生旅游建设；通城县依托药
姑山开展中药种植和中医药相关产业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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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生服务提质

蒲圻办事处荣获 2017 年全国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示范点称号
2017 年蒲圻办事处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戒毒法》
《戒
毒条例》
《关于加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的意见》
《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工作
规划》等相关规定。在赤壁市委综治
委、禁毒委的支持和配合下，
积极开展主
题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我爱我

推进薪酬制度改革。鼓励多劳多得，
优绩优酬，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主动
性。加快推进卫生职称改革，人才评价机
制要更加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
继续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在全市
推广嘉鱼县乡镇卫生院与养老机构合
作模式。进一步规范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内容，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模式。推进有条件的医疗
机构建立医养融合的康复医疗中心、护
理中心。
鼓励社会办医，实行差异化发展，补
齐服务短板。按照
“放、管、服”要求，精简
优化社会办医审批准入程序，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

人工资的问题时，司法所所长刘晓琴告
诉工人，一是到“拖欠农民工工资、拖欠
工人工资办公室”请求工作人员进行督
办；
二是向赤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通
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整
个活动扎实有效，较好地宣传了妇女儿
童保护法，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居民
的法律意识。
（游凰玲 何浩）

蒲圻办事处

赤壁市顺安豪马演艺文化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21281MA48AE7179，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温泉支行专
用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账户名称：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机关工会委员
会，核准号：Z5360000065901，账号：576868951664，特声明作废。
汪敏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422326198702230019，特声
明作废。

新生儿免费耳聋基因筛查项目。进一步
完善母婴设施，设置儿童中心，解决 0-3
岁托幼问题。
擦亮计生特殊家庭品牌。在失独人
员心理慰藉、生活照料上下功夫，进一步
发挥联系人制度、就医
“绿色通道”和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三个全覆盖”。实施智慧
计生，
让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教育
jian kang jiao yu

脑卒中
一、什么是脑卒中
“脑卒中”又称“中风”、
“ 脑血管意外”。是一种
急性脑血管疾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
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
一种疾病，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缺血性卒中
的发病率高于出血性卒中，占脑卒中总数的 60%～
70%。颈内动脉和椎动脉闭塞和狭窄可引起缺血性
脑卒中，年龄多在 40 岁以上，男性较女性多，严重者
可引起死亡。出血性卒中的死亡率较高。调查显
示，城乡合计脑卒中已成为我国第一位死亡原因，也
是中国成年人残疾的首要原因，脑卒中具有发病率
高、死亡率高和致残率高的特点。不同类型的脑卒
中，其治疗方式不同。由于一直缺乏有效的治疗手
段，目前认为预防是最好的措施，其中高血压是导致
脑卒中的重要可控危险因素，因此，降压治疗对预防
卒中发病和复发尤为重要。
二、脑卒中的预兆
（1）头晕，
特别是突然感到眩晕。
（2）肢体麻木，突然感到一侧面部或手脚麻木，有
的为舌麻、唇麻。
（3）暂时性吐字不清或讲话不灵。
（4）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
（5）与平时不同的头痛。
（6）不明原因突然跌倒或晕倒。
（7）短暂意识丧失或个性和智力的突然变化。
（8）全身明显乏力，
肢体软弱无力。
（9）恶心呕吐或血压波动。
（10）整天昏昏欲睡，
处于嗜睡状态。
（11）一侧或某一侧肢体不自主地抽动。
（12）双眼突感一时看不清眼前出现的事物。
三、如何预防脑卒中
脑卒中的预防主要是危险因素的防治。
对卒中的预防遵循三级预防的策略：一级预防即
针对具有脑卒中危险因素的人群，积极治疗危险因素，
同时定期监测其他危险因素的发生并采取针对性措
施，减少疾病发生；已经证明，禁烟、限制膳食中的盐含
量、多食新鲜水果蔬菜、有规律地进行身体锻炼、避免
过量饮酒可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此外，还需
要对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采取药物治疗，以减少心
血管病危险并预防中风。二级预防即针对已发生过一
次或多次卒中的患者，给与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止严
重脑血管病发生，常用的 5 类降压药均可用于脑卒中
二级预防；对已经患有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人员开展
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这些干预措施与戒烟相结合，往
往可以预防近 75%的血管性反复发作事件。三级预
防即对已患卒中的患者，加强康复护理，防止病情加
重。
控制血压对卒中预防的效果显著。对病情稳定的
脑卒中患者，仍然需要长期坚持服用降压药物。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湖北科技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
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
泉老城区，
东门马柏大道 168 号，
西门茶花路 58 号。医院现有教
授 16 人，副教授 55 人；博士 12
人，
硕士 50 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
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编制
病床 650 张。开设有内科、精神
科、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科、
传染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
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
检 验 科、病 理 科、放 射 科、超 声
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
（咸）医广【2017】第 7-4-1 号[广告]

健康热线：
0715-8102616（门诊办）

8102639（急诊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