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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州卫健委获
悉，“十三五”以来，全州卫生
健康工作始终坚持把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逐步形
成以健康为中心的卫生服务体
系，居民健康水平有效提升。全
州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5 年的
74.61 岁提高到 2020 年的 77.3
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2015
年 的 6.26% 上 升 到 2020 年 的
20.68%。

据了解，“十三五”以来，
全州13县市均有1所二级甲等综
合医院，每个乡镇均有1所标准
卫生院，每个行政村均有1个标

准化卫生室，基本建成覆盖城乡
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全州
27家公立医院全部完成医院章程
制定，10家三级公立医院建立健
全内部控制机制。加快推进了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建立健全以基本药物制度
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61
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跨省异地就
医定点医疗机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四重保
障”范围，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
例达90%，基本医疗有保障成果

全面巩固。全州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5年的74.61岁提高到2020年
77.3岁。孕产妇死亡率由2015年
的18.83/10万下降到2021年8月
的 13.04/10 万，婴儿死亡率由
2015年的7.63‰下降到2021年8
月的3.87‰。如期实现消除血吸
虫病既定目标，连续14年未发生
人间鼠疫疫情，连续7年未发生疟
疾本地感染病例。深入开展爱国
卫生“7个专项行动”，国家卫生城
镇创建实现全覆盖，国家卫生乡
镇创建实现零的突破。

此外，我州还建立健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风险评

估、应急预案和应急体系，重大
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组建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突发事件卫
生应急红河分队”，提升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和重点传染病防控早
期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初步建
成州到县市、县市到乡镇的卫生
健康信息化系统。全州二级以上
公立医院实现了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提供远程会诊、远程病理诊
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心电图
诊断、远程培训等服务的目标，
全州绝大部分二级以上医院可提
供候诊提醒等线上服务。

（吴富水）

红河州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7岁

“我饱受眼疾困扰已经20年
了，太好了，现在终于可以看清
楚了。”近日，到红河爱尔眼科
医院复查的李斌老人激动地说。

李斌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
90岁了，患有青光眼 20多年，
也曾去多家医院就诊，被诊断为

“双眼青光眼”。多年来，他一直
在使用各种眼药水治疗，但症状
没有明显好转，经常感觉眼睛干
涩、痒。尤其是近期，症状明显
加重，视物模糊，严重影响了正
常生活，所以才下定决心进行系
统治疗。

7月27日，李斌在家人的陪
同下入院检查，经过细致检查，
最终确诊为双眼闭角型青光眼、
双眼并发性白内障，需要进行手
术治疗。因李斌年龄较大，并伴
有5年多的高血压病史，红河爱
尔眼科医院院长张弘、青白科主

任严守俊在术前组织了两次会议
研究讨论，最终为李斌制定了

“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人工晶体
植入+虹膜周边切除术”治疗方

案。张弘表示：“李斌的手术方
式比普通患者的要复杂一些，手
术难度更大一点，风险也更高一
些，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

术前，李斌状态良好，他
说：“我就是冲着张弘院长来
的，她给我做手术，我放心！”
张弘非常细心，术前了解到李斌
有腰伤，还特意叮嘱护士给李斌
拿来毯子，让李斌更舒服地躺在
手术台上。30分钟后，手术顺
利完成，李斌非常激动，开心地
拉着张弘合影。

经检查，李斌术后视力左眼
从仅有光感恢复到0.6，右眼视力
从0.3恢复到0.4，他高兴地说：

“以后终于可以看清楚家人的脸
了，又可以读书看报了！”

“非常感谢红河爱尔眼科医
院让我重获光明。”李斌动情地
说。 （唐嘉璐 杨群 文/图）

90岁高龄老人的光明梦想是这样实现的

“开远锦欣骨科医院把我多
年的背部畸形病治好了，技术
真是不一般。我现在腰板直
了，身材也美了，感谢医院的
肖院长和骨科医护人员。”10月
11日，家住昆明的王女士激动
地说。

今年8月4日，开远锦欣骨
科医院来了一位身姿特别别扭
的女性患者，该院骨科副主任
潘世杰详细询问后了解到，该
患者姓王，女，23岁，几年前
就在昆明的一家医院检查出患
有脊柱侧弯。王女士告诉潘世
杰，侧弯的脊柱让她焦虑不
已，于是奔走在各大医院，希
望早日将她歪曲的背给“扳
直”。然而，因脊柱侧弯矫形手
术风险大、难度大，都被一一
婉拒。后来，经过多方打听，
得知开远锦欣骨科医院能够做
脊柱侧弯矫形手术，便慕名
而来。

获悉患者情况后，根据患
者病情的特殊性，潘世杰立即
将患者情况汇报给医院院长肖
茂明。

肖茂明知道，脊柱侧弯矫
形手术由于涉及脊髓、神经根
及周围大血管，是骨科风险最
大的手术，且侧弯患者多合并
顶椎区椎体旋转，椎弓根置钉
困难，手术难度大。为患者解
除一切病痛是医生的天职。为
让患者及早矫正畸形、解除痛
苦、回归正常生活，肖茂明立
即组织骨科专家进行分析、讨
论，精心制定了手术方案。8月
6日9时，手术正式开始，肖茂
明带领手术团队，亲自为王女
士主刀，医院麻醉科团队及神
经电生理监护为手术保驾护
航，手术过程十分顺利。经过
大家6个小时的奋战，成功完成
了这例特发性脊柱侧弯矫形手
术，达到了优良的矫形效果。

术后，患者在科室医护人
员的精心护理下做到无痛恢

复，并积极康复锻炼。王女士
扭曲的腰杆挺直了，腰腿疼痛
也缓解了，于8月23日顺利出
院，患者及其父母从外观到功
能对手术效果都十分满意。

据了解，开远锦欣骨科医
院2015年经红河州卫健委批准
成立，是一所以骨科、内科、
普外科、中医科、康复科、养
老院为重点，集医疗、教学、
科研、保健、康复理疗、养老
为一体的二级专科骨科医疗机
构；是红河州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定点医院、红河州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
红河州工伤医疗保险定点医
院、昆明卫生职业学院实习医
院，为目前红河州有一定规模
的民营医院，医院建筑面积近2
万平方米，设置床位300张。

（李立章）

让患者挺起腰杆做人
开远锦欣骨科医院完成一例特发性脊柱侧弯矫形手术

成人特发性脊柱侧弯
多是由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弯（AIS）发展而来，此
类侧弯畸形多无明显的致
病原因。AIS 在总体人群
中的发病率为 0.7%至 3%，
女性多于男性。

目前，脊柱矫形手术
在脊柱众多手术中算得上
是难度较大的手术之一。
AIS 患者的椎弓根较正常
的椎弓根细，并由于椎体
的旋转畸形而增加置入椎
弓根螺钉的风险。位置不
正确的椎弓根螺钉可能导
致严重的神经、血管和内
脏损伤。开远锦欣骨科医
院经过多年的探索及手术
实践，已经掌握并完善了
一整套脊柱侧弯诊断及治
疗方案，其脊柱侧弯矫形
技术比较成熟。

小贴士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西南儿科影像专科联盟会议于10
月9日在重庆召开。大会开幕式
后 举 行 国 家 儿 童 区 域 医 疗 中
心——西南儿科影像专科联盟授
牌仪式，红河州妇幼保健院入选
理事单位。

据了解，该联盟是以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为主体，联
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及西南

区域54家医院共同创建的专科联
盟。联盟的成立旨在通过发展儿
科影像，造福西南地区儿童，缩
小西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影像医
学差距，为基层百姓就医提供优
质服务，并为青年医生培养搭建
优质教学平台。

随着红河州妇幼保健院学科
建设的迅猛发展，该院放射医
学中心和超声医学中心现已成

为红河州内妇幼卫生系统技术
力量最强、设备最先进，集临
床 、 科 研 、 教 学 为 一 体 的 科
室。成为联盟理事单位后，可
进一步促进该院远程会诊和分
级诊疗系统的建立，推动医院
其他学科在诊断和科研方面的
快速发展，使更多百姓能享受
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李恬恬）

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红河
州肿瘤医院）妇科团队于近日联
合普外科、泌尿外科和麻醉科专
家，成功为一名女性患者切除腹
盆腔直径达 40.7 厘米的巨大肿
瘤，为患者解除病痛。

据了解，患者熊女士今年58
岁，家住金平县，1个月前腹部胀
痛，肉眼可见巨大包块，辗转当
地医院治疗无果。9月初，患者到
州三院就诊。经全腹CT检查为胃
底水平至盆腔内巨大囊性占位性
病灶，双肾盂肾盏重度积水，双
侧输尿管及膀胱受肿瘤压迫变
形，少量腹水。

该院妇科团队意识到，该包
块来源及性质不清，与子宫、膀
胱、输尿管等脏器关系密切，绝
非简单的包块。妇科主任赵芸立

即请普外科、泌尿外科和麻醉科
会诊，听取相关学科专家的意
见、建议。经过充分的术前评
估、讨论，专家们研究并制定了
缜密的手术方案。

9月13日，该院多学科专家
团 队 为 患 者 实 施 了 剖 腹 探 查
术。术中见一巨大肿瘤充满盆
腹腔，经探查，肿瘤来源于腹
膜后，上极达左肾上极水平，
下极达阴道膈，张力大，血供
丰富，与肠管及双侧输尿管关
系密切，切除难度极大。专家
们临危不乱，凭借精湛的技术
与丰富的临床经验，密切协作
配合，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不
懈奋战，顺利为患者实施了腹
膜后肿物切除+全子宫、双附件
切除+双侧输尿管松解+双侧卵

巢输卵管高位结扎手术。术后
病检为囊性畸胎瘤恶变。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与
护 理 ， 熊 女 士 已 于 日 前 康 复
出院。

赵芸介绍，成熟性囊性畸胎
瘤恶变率为2%至4%，多见于绝
经后妇女，预后差。她呼吁广大
女性朋友定期体检，特别是绝经
期前后的妇女，出现不明原因的
腹痛、腹胀、阴道出血、白带异
常等情况要及时就医，做到早发
现、早治疗。

据悉，早在 2007 年 1 月 25
日，州三院就为一患者切除过一
例重达 25 公斤的巨大妇科肿
瘤，超过印度申报的吉尼斯世界
纪 录 16.8 公 斤 的 妇 科 肿 瘤 。

（赵薏 王敏艳）

州三院为一患者切除直径40.7厘米巨大肿瘤

近日，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多学科（MDT团队）联合诊治该
院首例PCI术——即行直肠癌根
治性切除术。MDT团队在诊疗
过程中提供高质量的诊治建议
及优质的诊疗计划，避免过度医
疗和误诊误治，为病情复杂、诊
治难度大的患者提供个体化治
疗方案。

72岁的李大爷因间断便血
1月到该院检查。经肛门指检发
现，距肛门约 7 厘米处，指尖可
触及局部包块下缘，无触痛，有
大量血液及血凝块排出。随后
李大爷以“便血查因”收住该院
普通外科二科。李大爷入院后
完善了相关检查，诊断为直肠癌
伴出血、冠心病、陈旧性心肌梗
死、左主干+三支病变、不稳定型
心绞痛、心功能Ⅲ级（NYHA分
级）；失血性贫血。普外二科副
主任孙锡强医师及其团队研究
患者病历资料后，进行术前讨论
及评估，决定进行多学科会诊，
并联系医院手术室麻醉科、心血

管内科、营养科联合会诊。
李大爷于近日由州一院心血

管内科转普通外科二科进行手
术，由于术前准备充分，患者术后

无明显出血症状，病情得到有效
控制，现已康复出院。

危重患者的救治不是单一科
室可以完成的，需要各学科积极

参与，该患者的成功救治体现了
该院通过多学科协作，让患者获
得最佳的治疗。

（张天宇 文/图）

2021年 10月 10日是第30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中国
的主题是“青春之心灵，青春之
少年”。10月9日，红河州民族
师范学校教师教育学院邀请红
河州传染病医院的专家到校开
展心理健康减压团体辅导活动。

活动中，州传染病医院的
专家和学生们一起玩“大风
吹，小风吹”“成长三部曲”等
游戏，通过玩游戏的方式，让

学生正确面对人生的成功与
失败，增强团队合作精神，学
会良好的沟通方式，掌握自我
放松的要领和技巧。之后，州
传染病医院几位专家就学生心
理健康问题与教师教育学院部
分辅导员展开座谈。座谈会以
答疑解惑的方式进行，参加座
谈的老师们就日常教育教学
中学生遇到心理问题，向专家
进行咨询。 （周传 文/图）

州传染病医院心理健康减压辅导进校园

州妇幼院入选西南儿科影像专科联盟理事单位

“量身订制”：州一院多学科联合诊治为患者解病痛

李斌手术后与张弘合影

为患者实施手术为患者实施手术

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蒙自市中医
医院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相结合，
把健康义诊送到居民家
门口，让小区居民实实
在在享受到了中医药的
实惠。近日，该院组建义
诊团队到蒙自市香溪蓝岸
小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 ” 健 康 义 诊 进 社 区
活动。

义诊现场，医务人员
分工协作，为小区居民量
血压、测血糖，并耐心解
答相关问题。通过把脉和
问诊等方式，详细了解每
一位前来就诊居民的身体
状况，一对一制定合理的
治疗方案。为小区居民推
介心血管疾病、肛肠疾
病、骨伤科疾病、小儿常
见疾病、妇科疾病、皮肤
科疾病等健康处方，同时
发放健康宣传册，增强小
区居民主动预防常见疾病
的自我保健意识。此次义
诊共为76名小区居民提供
健康服务，得到小区居民
的一致好评。

（张二发）

蒙自市中医医院
义诊进社区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专家与学生一起做游戏专家与学生一起做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