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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的张云（化名）患子宫内膜异位
症(卵巢型)多年，因害怕手术，长期服药
治疗。因一直未孕，张云前往长沙市妇
幼保健院就诊，检查综合评估后，郭海春
建议她进行腹腔镜手术治疗。术中发
现，张云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对卵巢破坏
很大，盆腔粘连异常严重。凭借精湛的
技术，郭海春团队成功帮助张云剥除了
双侧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分离了盆腹腔
粘连，并最大限度保护了她的卵巢功
能。术后，又借助辅助生殖助孕技术，使
张云怀上了一对双胞胎并顺利分娩，圆
满地实现其成为母亲的愿望。

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 23 年的郭海
春，是长沙市医学重点学科——长沙市
妇幼保健院妇科的学科带头人，擅长不
孕不育、复发性流产、多囊卵巢综合征、
妇科良、恶性肿瘤等妇科疑难杂症的治

疗及宫腔镜和腹腔镜微创手术、辅助生
殖技术。她还担任中国医促会妇产科分
会中国宫颈病变与宫颈癌防治专项技术
教学培训基地负责人、中国妇幼保健学
会宫腔镜学组青年委员。

在她的带领下，学科取得长足发展，
在长沙市级医疗机构中率先开展辅助生殖
技术，成为市级不孕不育诊治技术龙头单
位。2016年，学科成立长沙市名医工作
室；2017年，学科联合省内外37家单位成
立长沙地区生殖医学专科医联体……

如今，学科包含“3 病房 6 中心”，即
妇科肿瘤病区、计划生育与盆底病区、生
殖内分泌病区；妇女保健中心、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生殖中心、健康管理中心、盆
底和产后康复中心，海扶聚焦超声微无
创治疗中心。同时，学科还有中医妇科、
宫颈病变专科、更年期与青春期保健专

科、营养专科、心理专科等共 10 多个独
立医疗单元。高清腹腔镜、宫腔镜、海扶
聚集超声治疗仪、自凝刀……妇科及辅
助生殖技术相关仪器设备一应俱全。

学科年手术近 3000 台，常年开展
三、四级疑难危重手术，还担负着对全市
妇科疑难病症和复杂手术的会诊和指导
工作。作为长沙市妇女病（两癌）转诊单
位，学科为各区县患者开辟绿色转诊通
道，每年接受“两癌”转诊数千人次。其
宫颈病变专科月门诊量超过 3000 人
次，是中国宫颈病变与宫颈癌防治专项
技术教学培训基地。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学科将围绕
生殖健康主题，保障女性生命健康为重
点，全力关注女性生殖健康、保护生育
力、不孕不育及妇科恶性肿瘤的防治工
作，并成立宫颈癌精准防治中心。

匡晓妮每周出诊3天，出诊日得看50
多个专家号，每个孩子她都仔细询问、认
真评估、耐心指导，回家后经常累得直不
起腰。在儿童保健科岗位上，她干了 15
年，她说，因为喜欢小孩子。

“匡阿姨，我亲手做的小船，送您！”8
年前，苏小小（化名）出生时严重颅内出
血，虽然活了下来，但爷爷奶奶担心他有
后遗症，带着小小慕名向匡晓妮问诊。
匡晓妮为小小做了康复计划，半岁时小
小发育已跟上正常儿童，一直坚持定期
来体检。小小上小学三年级了，亲手做
了艘小船，寓意在这里生命之船得以起
航。

匡晓妮，长沙市医学重点学科——长
沙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带头人，一直致力于
高危儿保健及早期干预，儿童发育障碍性
疾病诊断、干预、治疗和研究。是长沙市

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妇幼协会高危儿管理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医院儿科以儿童保健为龙头，建立完
善医疗服务体系，是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
示范基地、我省首家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
助基金会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地、遗传代
谢病救助项目实施单位。无论孩子是妈
妈孕期有高危因素，出生时有早产、严重
感染或其他潜在风险，或者是成长过程中
发现了问题，在这里都能得到科学指导和
保健服务。

随着学科的发展，学科年门急诊量近
33万人次，每年抢救危重症患儿200余人
次。目前，学科亚专业齐全，拥有儿科门
急诊、普儿科病区（含PICU）、新生儿病区

（共2个，含NICU）、儿童保健科、儿童康
复科、遗传科 7个医疗单元。“十三五”期

间，学科相继开展纤维支气管镜术、支气
管肺泡灌洗+异物取出术、（超）极低体重
儿救治、外周动静脉快速同步换血术、脐
静脉置管术（UVC）、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
静脉置管术（PICC）、HIE亚低温治疗、床
旁脑功能监测、一氧化氮治疗肺动脉高
压、早产儿代谢性骨病筛查、早产儿眼病
筛查、纤维鼻咽喉镜术等新诊疗技术。并
于医院遗传科携手组建科研小组，成立了
市级罕见病诊治中心。

匡晓妮介绍，“十四五”期间，学科将
围绕儿童疾病三级预防专注儿童健康，通
过5年周期建设，使本学科成为具备较强
解决疑难、危重疾病能力的儿科学重点学
科。据介绍，学科还将重点关注危重新生
儿综合救治及高危儿系统保健、儿童罕见
病及发育障碍性疾病等诊治，全力发展市
级罕见病诊治中心。

家住岳阳市湘阴县的李玉枝（化名），
最近发现孩子背伸不直、走不了路。她急
坏了，辗转就医后，当地医院建议到长沙
市中心医院儿科就诊。我省首届“优秀儿
科主任”、医院儿科学科带头人王曼知带
领团队全力寻找病因，诊断为“胸椎结核
并椎旁脓肿，全身多处结核”，由于胸椎7
至 9椎体骨质破坏明显，椎间隙消失，脊
髓受压，随时有高位截瘫危险。

“情况紧急，马上治疗！”儿科团队立
即启动多学科会诊、内外科联合治疗，在
抗结核治疗一段时间后，全麻下进行胸
椎病灶清除、后凸矫形、后路钉棒内固
定、前后路植骨融合术……1 个多月后，
孩子病情好转出院。

该医院儿科是长沙市培育的重点建
设学科，去年门急诊量达18.9万余人次。
在长沙市中心医院，“小儿科”里有“大格
局”。如今，这里已建立普儿科、新生儿科
(含NICU)、儿童重症医学科等7个独立亚
专科，首创了我省唯一的学生儿童结核科，
目前已发展成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
健为一体的儿童医学中心。团队的重症传
染病救治水平，在业内影响力颇大。

回顾“十三五”学科建设期间，王曼
知介绍，科室临床方面积极开展儿童纤
维支气管镜、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
检、血液净化等，联合外科开展脑脊液外
引流术、脑室硬膜下血肿外引流等先进
诊疗技术；积极承担科研课题，其中 3项

课题成果在华盛顿美国胸科协会学术会
议上展示，1 项课题成果 2018 年在香港
亚洲儿科会议上展示……王曼知及团队
将学科建设向精深发展，并注重和国际
接轨，期间先后选派 15名儿科骨干至全
球著名医院研修临床与科研，全力引进
新理念、新技术。

随着名气和荣誉接踵而至，医院儿
科及团队获首批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湖南省（市州级）医学重点专科
等。“‘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充分运用目
前的医教研国内国际交流平台，做强特
色技术和特色专科，奋力打造集医疗、教
学、科研为一体的区域性儿童诊疗中
心。”王曼知说。

如果说医院是一个生死较量的战
场，那么重症医学科便是保障生命最强
的一道屏障。在医院所有临床科室中，
重症医学科显得十分“神秘”。

今年 10月，长沙市第一医院收治了
一位 16岁的中学生沈洋（化名），入院后
出现呼吸衰竭、多器官功能衰竭，医院重
症医学科医生给予气管插管、呼吸机支
持，呼吸机纯氧支持下病人严重低氧血
症不能改善，全身发绀合并严重低血
压。医院重症医学科ECMO小组成员深

夜紧急集合，预充、置管，在最短的时间
内为沈洋进行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
疗。经 4天精心诊疗，沈洋撤除 ECMO，
4天后顺利转出重症医学科。

该医院重症医学科，是长沙市培育
的医学重点学科，目前已发展成集医疗、
教学、科研于一体的重症医学专业基
地。如今，医院重症医学科还是长沙市
医学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
重症医学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营养分会“全国
肠内营养置管培训基地”。

在过去，特别是“十三五”期间，该医
院重症医学科团队在湖南省医师协会重
症医师分会副会长、学科带头人吕爱莲
的带领下，取得长足发展。学科成立了
以医护共同组成的亚专业团队，科室特
色技术为精准血流动力学监测与评估、

体外生命支持、集成式血液净化等。学
科还在长沙市率先独立开展 ECMO 技
术，并成功运用该项技术挽救多例重症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病人。此
外，重症血液净化和血流动力学已连续
多年开展省级继续教育项目，肠内营养
技术的徒手盲插空肠管技术则享誉省内
外。

据悉，在“十四五”期间，该学科将打
造“预警-救治-长期预后”的重症医学
科大学科体系，搭建长沙市大型公共卫
生事件危重症救治平台、创建长沙市甚
至湖南省免疫缺陷患者 ECMO 救治中
心、建立以重症医学为核心的重症患者
ICU 外干预网络，创建针对 PICS（重症
医学科后综合征）患者治疗、康复、照护
的培训及管理机构，提高从 ICU 转出或
出院患者的后期康复。

年近 70 岁的湘西州花垣县姚学明
（化名）气喘、说话无力，辗转多个医院治
疗不见效后，慕名前往长沙市第三医院
心血管内科挂张育民门诊，途中姚学明
病情一度恶化。经检查，老人气喘是由
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导致的重度心衰表
现。张育民密切观察老人的病情变化，
随时调整治疗方案。经过精心治疗和护
理，老人的病情有了转机，困扰他多年的
气喘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

张育民是长沙市医学重点培育学科
——长沙市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学科带
头人，现任长沙市医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

委员会主委、湖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其主持的科研
项目，获第十六届湖南省医学科技奖和长
沙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在她的带领下，学科在“十三五”期间
取得快速发展，通过了“中国心衰中心”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长
沙分中心”“湖南省高血压健康教育学校”

“长沙市血管病防治研究所”“长沙市名医
工作室”“长沙市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
等建设和运行，打磨出一支在心力衰竭、
高血压、冠心病、抗栓诊治、心律失常等领
域具有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整体优质的

医疗护理团队。
同时，学科与长沙市、浏阳市、宁乡市

部分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16家医
疗机构建立诊疗医联体合作网络，致力于
为长沙地区及周边地市医院培养心血管
专业技术人才及心衰规范化诊治管理人
员。

展望“十四五”，张育民说，学科将凭
借现有平台，积极参与特派工作，授课、
指导带教基层医生，积极协助基层卫生
医疗机构开展医学诊疗工作，开展“名医
义诊”活动。同时，进一步申报科研课
题，浓厚学科学术氛围。

“不好！”今年5月31日下午，57岁的
王建国（化名）在打羽毛球时突然倒地，
意识不清、心跳骤停，两名同伴在长沙市
第四医院急诊急救中心参与过培训，见
状立即对其进行心肺复苏术，并拨打
120。院前急救医师一直通过电话指导
现场抢救。

可到达医院时，患者仍没恢复心跳
和呼吸，黄艳和同事立即为其采取心肺
复苏、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电除
颤、药物治疗等一系列抢救。2 小时后，
患者逐渐恢复意识。

作为长沙市培育的重点医学学科，
长沙市第四医院急诊医学科去年率先在

市内与急救站整合成立急诊急救中心，
打造出了“院前急救—院内抢救—急危
重症监护”的一体化救治模式。近年来，
学科在“敬业奉献类”湖南好人、学科带
头人黄艳的带领下不断开展新技术新业
务，实现了许多新技术的零突破。如开
展血流动力学监测、血液净化治疗、纤支
镜检查及镜下诊疗技术；抢救了多例心
脏骤停、脓毒症、多发伤、休克、中毒、多
脏器功能衰竭等患者。

为提高院前急救成功率，这些年，
医院急诊科不断下沉社区开展急救科
普活动，累计开展急救科普培训 500 余
场次，服务群众 3 万余人。如今，医院

急诊科已将急救科普应用在临床科研
中，今年成功申报省教育厅科研课题

《“急救小屋”使用现状及需求的调查研
究》。

5G智能急救系统在急诊急救中的运
用，是长沙市第四医院开展互联网医院
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信息化平台，学
科在院前急救过程中致力于完善病情传
输、远程会诊、抢救指导。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继续通过信
息化手段提高院前急救能力，优化院前
—院内一体化救治模式；着力提升急危
重症救治能力，尤其是提高严重创伤和
中毒的救治成功率。”黄艳说。

提起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
医院）针灸康复科，65 岁的向阳（化名）
一个劲儿地夸技术好。原来，此前向阳
突发大面积脑梗死形成脑疝、中度昏
迷，入住该院重症医学科。向阳生命体
征稳定后，针灸康复科主任杜革术带领
团队，对其实施“醒脑开窍针刺法”治
疗。12 天后，科室再采用原创核心技
术“调神止痉综合疗法”继续治疗，再经
综合康复治疗后，患者基本康复。

“醒脑开窍针法”是国医大师石学
敏院士原创核心技术，作为石院士的学
术传承人，杜革术带领团队将这一技术
广泛应用于中风、脑外伤、昏迷促醒等
脑系疾病，收到很好的疗效。科室团队
自创的“调神止痉综合疗法”，治疗中风
后肢体痉挛也疗效显著。

针灸分期治疗促进骨折愈合，则是
针灸康复科另一原创核心技术，能有效
缩短骨折愈合时间、恢复肢体功能，减
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该技术成果获湖
南省中医药科技奖二等奖、长沙市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36 岁的危婷（化名）因
外伤致双侧骨盆粉碎性骨折，学科为其
制定综合康复治疗及专科护理方案，采
用针灸分期治疗，75 天后，患者痊愈。

针灸康复学科系长沙市培育的医
学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杜革术是湖南
省首届针灸名将、长沙市名中医、主任
医师，从事针灸、康复临床、教学及科研
工作 30 余年，创立了“调神止痉针刺法
治疗偏瘫肢体痉挛”“通督调神针刺法
治疗痛症”“针灸分期治疗促进骨折愈
合”等多项国内先进诊疗技术。在他的

带领下，“十三五”期间，学科建设快速
发展。先后成为湖南省中医重点专科、
长沙市医学重点学科、中国中医药研究
促进会针灸康复分会副会长单位等，拥
有石学敏院士工作站及国医大师传承
工作室等。学科将中医药适宜技术与
现代康复技术紧密融合，共开展 100 余
项诊疗项目，诊治病证（症）120 余种，
其中核心技术 8 项，特色技术 21 项，优
势病种 10 个。门诊诊疗 5 万余人次。

杜革术表示，“十四五”期间，科室
将以提升痛证（症）康复、脑病康复建设
为目标，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临床研
究，提升中医针灸在多种疾病系统康复
中的治疗作用，并打造多学科协作模
式，为患者提供优良的针灸康复诊疗服
务。

据口腔流行病学调查，中国儿童错
颌畸形发病率在 70%以上。牙列不齐，
牙齿前突，“地包天”……错颌畸形不但
影响“颜值”，还影响咀嚼功能、牙周健康
等各方面。而正畸技术，正是错颌畸形
的“克星”。

今年20岁的刘美（化名）是一个爱美
的姑娘，可她也是严重骨性 III 类“地包
天”患者。听闻长沙市口腔医院不错，刘
美立即挂了正畸科主任白明海的号。白
明海与医院颌面外科联合会诊，制定出
正畸—正颌联合治疗方案。患者经术前
数字化隐形矫正和正颌手术，成功“换
脸”塑型。这也标志着长沙市口腔医院
在数字化隐形矫正和正颌外科联合治疗
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准。

长沙市口腔医院正畸科系长沙市
重点医学培育学科，也是我省第一个口
腔正畸专业科室和我省最大规模的正
畸学科。学科带头人白明海，任中华口
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委员、中整协精准
与 数 字 医 学 分 会 颅 颌 面 专 委 会 常 委
等。在他的带领下，学科获省口腔医学
专业唯一省级重点专科、湖南省口腔医
学会正畸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等多项
荣誉。

2014 年，白明海开始学习数字化无
托槽隐形矫治技术，开展无托槽隐形矫
治并带领全科医生外出学习，正畸科数
字化正畸技术蓬勃发展起来。2019 年，
医院累计完成数字化正畸病例达 700 余
例，居我省首位。

数字化正畸诊疗技术是治疗错颌畸
形的重要前沿技术，有利于提高诊疗水
平、保证医疗质量。近年来，学科多次举
办数字化正畸诊疗培训班，推动省内数
字化正畸诊疗技术开展。学科还参与中
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的时代天使“育龙计
划”项目，不断扩大学科在全国影响力。
当前，医院以正畸科为主，联合口腔颌面
外科、牙周科、修复科、牙体牙髓科等相
关学科，形成了以数字化诊疗为专业特
色的综合性学科。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学科将继续
以数字化正畸诊疗技术为专业特色，除
开展传统正畸诊疗外，着重发展数字化
隐形矫治技术、唇侧个性化托槽矫治技
术以及数字化舌侧矫治技术。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妇科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儿科

长沙市中心医院 儿科

长沙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长沙市第三医院 心血管病科

长沙市第四医院 急诊医学科

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 针灸康复科

长沙市口腔医院 口腔正畸科

长 沙 市 妇 幼

保 健 院 儿 科 学 科

带 头 人 匡 晓 妮 和

儿 童 保 健 中 心 部

分医务人员合影。

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科学科带头人王曼知带领团队

讨论危重患儿病情。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带头人郭海春带领团队为患者

开展腹腔镜手术。

（上接7版）

长沙市口腔医院口腔

正畸科学科带头人白明海

和团队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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