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通讯员 张维
夏 喻洁 记者 李传新）为将先进的乳甲诊
疗技术带到基层， 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乳
腺甲状腺健康管理专委会规范化诊治巡讲
系列活动近日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集团祁东
县人民医院举行， 来自省内外多位知名专
家为近300名我省各县、 乡镇卫生院的乳
甲外科、超声科骨干医生进行培训。

乳腺、甲状腺癌症发病率较高，女性更
易中招。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目前一
些基层医院在乳腺癌、甲状腺癌的诊疗过程
中，存在诊疗过程不规范、诊疗观念陈旧、治
疗手法单一等问题，全省乳甲疾病的诊治整
体水平亟待提高。作为湖南乳腺甲状腺外科
联盟主席单位， 省人民医院在今年8月牵头

成立了湖南乳腺甲状腺外科联盟。 成立3个
月以来，联盟集结了全省各市州、县（区）乳
甲学科带头人， 发挥行业优质资源整合效
应，采取办培训班、现场示教、技术咨询、学
术讲座、接受基层进修等多样化方式开展适
宜技术推广， 不断将优势医疗资源下沉，规
范诊治流程，让基层医生更好地为当地群众
服务。目前，联盟培训基层医生700余人，为
基层群众义诊近1000人次， 开展义诊手术
20余台，还将前往桃江、澧县、津市、浏阳等
地巡讲，将巡讲活动逐步覆盖全省。

据了解， 该联盟今后还将加强联盟的
“远程会诊平台”建设，让病人少跑腿，把乳
腺、 甲状腺癌诊疗技术传递到更多的基层
医院，从而惠及更多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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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唐
曦) 今年是衡阳师范学院开展本科教育20
周年。记者17日从该校获悉，从事中共党史
研究40年的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
长吕芳文， 日前向母校衡阳师范学院捐赠
了一批珍贵的党史研究藏书和史料， 包括
党史人物藏书,1100余册他自己参与研究、
撰写、 编辑的部分党史人物传及丛书,400
余件珍贵实物和史料。

吕芳文曾在红色革命纪念地衡阳湘南
学联陈列馆任馆长，长期以来从事中共党史
人物研究， 调查积攒了大量第一手党史史
料， 写作出版《夏明翰》《陈为人》《陈树湘》

《夏明翰的故事》《毛泽建的故事》 等多部有
影响力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专著。 近年来，
年逾80的吕芳文，还受邀担纲众多重要党史
人物的田野调查和传记撰写工作，为中共党
史人物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吕芳文说， 他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与热
忱， 与母校衡阳师范学院深厚文化底蕴和
丰富红色党史资源熏陶有重要关联。 在母
校本科教育20周年之际，吕芳文将自己悉
心保留的一批与学校建设相关的珍贵史料
捐赠给学校博物馆， 希望借此契机助力母
校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帮
助莘莘学子进一步了解党、热爱党。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董雷 洪雷）今天，湖南省蔻德罕见病关
爱中心在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成
立。该中心将给湖南的罕见病家庭提供持续、
有效的帮助， 促进社会公众对于罕见病的认
知，科学引导疾病的预防与治疗，进而推动罕
见病的社会慈善帮扶体系的建立， 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

罕见病又称“孤儿病”，是指患病率低于
0.65‰至1‰的一类疾病，一般为慢性、严重

性疾病，多为遗传性，常危及生命。目前，国际
确认的罕见病近7000种， 中国罕见病患者预
计约有2000万人，且每年新增人数超过20万。

罕见病是全人类面临的最大医学挑战
之一，在种类繁多的罕见病当中，约有80%
是因基因缺陷导致，具有遗传性。据悉，该中
心将致力于罕见病综合信息平台、就医信息
咨询交流平台的建设，定期开展罕见病公益
活动，加强社会公众对罕见病的了解，改善
患者及其家庭生存状况，特别提供罕见病群

体遗传咨询、生育指导和助孕帮扶，从生殖
健康的角度支持罕见病家庭生育健康的孩
子。

中信湘雅医院院长林戈教授介绍， 该院
遗传中心一直致力于对遗传性疾病研究，每
年为超过15000名患者提供遗传咨询服务。截
至2019年10月， 已有293种罕见病（337个基
因） 可以通过孕前基因筛查和试管婴儿技术
阻断遗传， 帮助罹患罕见病的患者生育健康
宝宝。

给罕见病患者一个“家”
湖南省蔻德罕见病关爱中心成立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张
佳伟 通讯员 罗佳成 曹良海 ）11月15日
至17日，“全民阅读、文化中国”第二届“魏
源杯” 全国演讲比赛半决赛和总决赛在隆
回县举行。

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67名选
手参加半决赛，12名选手参加总决赛。总决赛

分命题演讲和即兴演讲两个环节。 经激烈角
逐，我省石门县选手罗宾夺得第一名，获特等
奖；隆回县选手张凡杰等4人获金奖，云南省9
岁小选手马玉峰等7人摘得银奖。

此次比赛由全国省级演讲学（协）会、
《演讲与口才》杂志社、中国社会艺术协会
主办。

第二届“魏源杯”全国演讲比赛举行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通讯员 谢敏 记
者 李传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
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检查公告，
认定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 上海爱尔眼科
医院等5家医院获得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GCP） 资格， 在此之前， 爱尔眼科已有5家
医院获得GCP资格。 获得国家药监局 GCP
的认证将助推爱尔眼科打通欧美地区眼科新
药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与应用的平台。

药物临床试验作为新药研究开发过程的
重要环节， 目的是通过在人体进行的药物试
验来对药物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进行科学的评

价， 为新药的审评及上市批准提供重要依
据。 任何一种新的药物在我国必须经过国家
药监局批准的临床试验， 试验结果安全、 有
效的才能获准上市， 而是否具备药物临床试
验机构资格已被认为是衡量医疗机构科研质
量、 医疗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获得GCP认
证， 欧美地区眼科新药可更早、 更科学地在
爱尔眼科开展临床试验， 并直接获得欧美专

家的技术支持与指导， 加快国内的眼科药物
临床试验进程， 缩短我国患者享受到最新眼
科医学研究成果的时间。 据悉， 此前已获得
GCP认证的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长沙爱尔眼
科医院等医院目前已承接多个药物临床试验
项目， 多个治疗青光眼、 眼底病等国际眼科
新药率先在爱尔眼科获得临床试验并应用，
为我国患者提供了更好的眼科用药及治疗。

助力高校思政学科建设
吕芳文回赠母校珍贵党史研究藏书和史料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通讯员 李成
刚 记者 杨军）11月15日， 湖南胡杨教育
基金会举行助学金发放仪式， 共为桃江一
中、 桃江四中和益阳市一中等17所学校
529名品学兼优的家庭贫困学生发放助学
金211.6万元。

2012年，6位益阳籍成功人士情系家乡

教育事业，发起成立湖南胡杨教育基金会，旨
在发动社会力量，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从去年开始，该基金除助学外，还对益阳市部
分优秀校长、优秀乡村教师、优秀青少年等进
行奖励。7年来，共奖励益阳市优秀教师、学生
312人，资助贫困学生2963人，奖励、资助及
定向捐赠金额累计达2000余万元。

胡杨教育基金资助益阳贫困学生

规范化诊治巡讲走进祁东
近300名基层医生接受乳甲诊疗技术培训

爱尔眼科又有5家医院获GCP认证
有助于欧美地区眼科新药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与应用

11月18日下午， 长沙市
开福区浏阳河小学， 学生在
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创作沙
画。今年，该校将沙画艺术引
进校园， 进一步拓展青少年
的创新空间， 激发他们的创
作激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李科 摄影报道

沙画艺术
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