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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诊过一个14岁的女孩，身高不到
1.4米。但这小孩看起来像个小大人，虽然
身高比较矮，但第二性征明显，已来了3年
月经。”雷东方告诉记者，这个女孩是由母亲
陪伴来到医院就诊的，当时母亲介绍女儿成
绩很好，常常因为身高问题自卑，后来他们
察觉女儿这两年没有长高过，家里人才开始
着急。

“当时她妈说以为孩子的成长发育是不
均衡的，到了青春期自然会长高，可是直到
发现女儿这两年身高已经有停止的迹象。”

做了骨龄检查后，雷东方看了骨龄片，发现
女孩的骨龄已经达到15岁，最多只能再长
高1~2厘米，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在门诊，我接诊过很多类似的孩子。
目前，大部分的家长缺乏正确的儿童生长发
育知识，认为所有矮小的孩子都是‘晚长’，
认为女孩来月经才刚开始发育、孩子变声长
胡须就会‘蹿个子’等。”雷东方介绍，其实家
长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矮小的原因非常
多，许多是疾病引起的，而一旦女孩初潮或
男孩变声，身高就只能再长一年了。

14岁女孩身高不足1.4米，竟是矮小症
专家提醒：快来治理，一旦女孩初潮或男孩变声，身高就只能再长一年了。

□本报记者 丁 瑜

“我国平均每100个孩子里，有3个患矮小症。每一个患矮小症的孩子，都会给家庭
和他自己的人生带来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家长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帮助
长高，但事实上，有一种长不高，并非营养不良，而是因为矮小症。对此，岳阳市中医院
儿科主任雷东方表示，大众对于矮小症的知晓率并不高，其实矮小症是一种病，是可以
治疗的。

本报讯（记者 李弈萱 通讯员 韩 智）
近日，我市2019-2020年脑卒中高危人群筛
查与干预项目启动培训会在平江县南江镇
项目点召开。

脑卒中是高度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的疾病，通过筛查明确并评估危险因素后，
对筛查人群进一步检查和健康教育，可以做
到早发现、早干预、避免脑卒中发生。项目
启动后，将按照“规范筛查、健康宣教、生活
行为指导、早防早治”的要求，切实加强基层

医务人员脑卒中防治工作水平，促进脑卒中
诊疗能力提升，推动脑卒中防治工作由疾病
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有效降低脑卒中发病
率和病死率，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卫生事业
发展成果。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弈萱 通讯员 陈 闯）
11月2日，岳阳楼区卫生健康局对岳阳楼区
重点行业和重点危害因素用人单位开展工
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现场监测。

当天，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康普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湖南凯美特气
体股份有限公司和岳阳固强混凝土有限公
司等4家用人单位工作场所接受了职业病
防治基本情况调查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浓度（强度）现场检测工作，接下来还将
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完成实验室检测工作，
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据悉，自10月31日开始，岳阳楼区卫生
健康局在全区41家重点行业和重点危害因
素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监
测。通过开展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监测，提升岳阳楼区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监测能力，了解目前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
现状，为研究分析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用人
单位工作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及浓
度（强度）水平，评估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对
劳动者健康的影响，为国家研究制定职业病
防治法规、标准和政策措施提供依据。

岳阳楼区启动重点职业病监测项目

市一医院

房颤房颤中心通过认证中心通过认证
正式迈入正式迈入““国家级国家级””

本报讯（记者 李弈萱 通讯员 何克勤）
11月4日，中国房颤中心总部正式发布《第二
批次中国房颤中心通过认证单位名单》，在全
国100余家通过认证的医院中，岳阳市一医院
榜上有名，这意味着该院房颤中心正式成为
国家级房颤中心，也标志着我市心房颤动及
心律失常诊疗达到了省内较领先水平。据
悉，2018年湖南省首批通过中国房颤中心认
证的医院仅有2家，而市一医院是2019 年省
内率先通过认证的首家地市级医院。

房颤是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为进
一步提高岳阳地区房颤诊治水平，推动房颤
综合管理体系建立，市一医院不断推进房颤
中心建设，最大限度降低房颤卒中的发生率、
致残率和死亡率。市一医院房颤中心主任潘
港表示，通过院内多学科协作和院外基层医
院网络救治体系，有效规范了房颤患者的诊
疗及救治流程，大大提升了房颤患者的治疗
效果。目前医院房颤中心成员科室包括心血
管内科、急诊科、心脏外科、神经内科、内分泌
科、影像中心、超声医学科、心电生理科、检验
中心等多个科室。参与房颤网络救治体系的
基层医疗机构包括岳阳县、华容县、临湘市、
云溪区、君山区等5个区域，强化了区域房颤
中心建设。

市二医院

全国全国蛇伤疑难危重蛇伤疑难危重
病例演讲竞赛折桂病例演讲竞赛折桂

本报讯（记者 王金河 通讯员 周 凡）
昨日记者从市二医院获悉，在11月1日举
行的全国“赛伦杯”蛇伤疑难危重病例演讲
竞赛中，该院急诊科医生刘国舟斩获冠军。

此次活动，来自全国各家医院的多位
选手齐聚一堂，交流学术前沿，分享蛇伤救
治经验。市二医院急诊科刘国舟医生携作
品《巴蛇之吻》参赛，以急诊科救治的2岁
患儿重症蛇伤的真实病例为主线，充分展
示了该院中毒救治中心的丰富经验和综合
实力，并最终摘得桂冠。

自市二医院急危重症救治中心成立以
来，一直全力打造集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
伤急救中心、航空医学救援中心和中毒救
治中心为一体的大急诊，急救综合能力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5月，岳阳市中毒
救治中心挂靠该院至今，已经成功挽救了
多例重症一氧化碳中毒、复合气体中毒、严
重乌头碱中毒、强酸中毒患者的生命，并且
成功救治了严重蛇毒血清过敏性休克、儿
童头面部蛇伤、氢化物中毒等罕见病例。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主题教主题教育调研成果育调研成果
交流会举行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丁 瑜 通讯员 李 添）10
月31日下午，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班子调研成
果交流会召开，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指导组赵永屏、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导组姚七明到
会指导。

按照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市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局在10月中旬制定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方案，要求每一位领导班
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自拟主题，开展了为期
不少于10天的专题调研。交流会上，领导班
子成员就各自调研成果做了报告。

岳阳楼区妇幼保健院

健康教育走进健康教育走进校园校园
本报讯（记者 李弈萱 通讯员 王艳

红）近日，岳阳楼区妇幼健康讲师团“健康
中国（湖南行）——健康促进助力脱贫攻
坚，健康教育走进青春校园”巡讲活动在城
陵 矶“ 快 乐 天 使 ”幼 儿 园 举 行 。

该院妇幼健康讲师章维受邀为老师和
孩子们进行了“儿童口腔与视力保健”的健
康知识进行授课，她的讲解通俗易懂，孩子
们很快记住了青少年近视预防、口腔保健、
保护好牙齿、视力从小抓起等相关知识。
据悉，该院健康讲师团队还将五进社区开
展公益讲座、社区义诊、科学育儿等丰富多
彩的健康教育活动。

市妇幼保健院

““胎儿大学胎儿大学””课堂开讲课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 丁 瑜）近日，由市妇幼保

健院举办的“胎儿大学”活动拉开帷幕，200余
个孕妇家庭参加。

活动现场，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肖锦
艳结合临床病例讲解了如何选择合适的分
娩方式、不同分娩方式对产妇和宝宝的影响
等专业知识。而舞韵瑜伽，让准妈妈们感受
到了腹中小生命的鲜活与灵动，更能在保证
孕妈妈健康平衡的基础上，提升气质、陶冶
情操。

本次活动寓教于乐，互动参与性强，到场
的孕妇家庭感受到了孕期营养均衡的重要
性，受到了到场孕妈妈的一致好评。

在国际上，用“粉红丝带”作为乳腺癌防
治活动的标识，传达“及早预防，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的信息。近年乳腺癌发病率呈现
年轻化并呈上升趋势，岳阳市鸿宇中医药研
究所刘旺龙专家提醒市民，乳房自检是最方
便、易行的乳腺检查方式。虽然普通人群的
乳房自检水平相对不专业，但有利于提高人
群的乳腺健康意识，增加正规乳腺体检频
率，从而帮助在早期发现乳腺癌。如果能坚
持长期、定时检查，通过前后对比也可以更
敏感地发现乳房病变。

刘旺龙告诉记者，“罹患乳腺癌，本就心
情不好，还要切除乳房，这对女性的自信心
打击极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即使疾病治
好了，很多女性因为乳房切除，依然会觉得
自己是残缺的，心理上的创伤远远大于疾病

本身。”他遇到过很多乳腺癌患者，有的做了
手术切除，有的饱受心理痛苦，但他采用传
统的灯火疗法和服用中药，只要没有动过刀
的乳腺癌患者，他都可以让她们重获健康和
美丽。

40 岁的王女士特别爱美，然而她不幸
被确诊患有乳腺癌。王女士经人介绍来到
刘旺龙的鸿宇中草药研究所，当时她脸色
乌黑，眼珠上白珠带有红色，乳腺上有肿
块、肿瘤，腋窝旁边往下有较多的淋巴小
粒，刘旺龙为他连续打了几个月的传统灯
火，还服用了中草药，王女士的肿块慢慢消
失了。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当时真的很绝
望，以为自己治不好了，没想到刘医师救了
她一命。

“情绪起伏比较大、脾气暴躁、容易发火

的人，生活没有规律、熬夜的女性，更容易得
乳腺方面的疾病，所以，作为女性，要学着调
节自己的状态、释放自己的情绪，不要让负
面情绪长期滞留。”刘旺龙介绍，“健康饮食
和适量运动，也都对身体有好处。”

“对于女性来说，每个月可以通过自查
的方式，与以往的自摸感觉进行对比，看看
乳房是否存在异常。许多乳腺病人，尤其是
乳腺癌患者，都是在洗澡或更衣时自查发现
有肿块的。有关统计也显示，95%的乳腺癌
可以通过自我检查发现。如果没有及时发
现，等到出现症状时再就诊，大多乳腺癌患
者已经处于肿瘤的二、三期，甚至已经失去
了根治的希望。可见，自查对于乳腺癌的早
发现早治疗有多重要。

本报记者 李弈萱

乳腺癌呈年轻化上升趋势乳腺癌呈年轻化上升趋势
专家称，警惕无痛感的乳腺肿块

“生长激素缺乏的患儿多数都是1岁后
开始呈现生长缓慢的，他们往往表现为匀称
性矮小，可能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还
长着一张娃娃脸，甚至声音仍然是稚嫩的童
音，但他们的智力却跟正常人一样。”雷东方
表示，生长激素的缺乏也让患儿所有的发育
都晚了一步，这些患儿如果不进行生长激素
治疗，一般男性成人后身高只有 1.45 米左
右，而女性不会超过1.35米。

雷东方建议，矮小症应该“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孩子的年龄越小，治疗效果越
好，3-12岁是矮小症治疗的黄金时间。而

且矮身材的治疗费用跟患者的体重成正比，
孩子的体重越重用药剂量就越大，治疗费用
就越高。生长激素的安全性家长们也不需
担心，医生会根据患病原因的不同为患者对
症下药。

“3岁以后，如果小孩子一年生长在5厘
米以下，或者排队的时候总是排前三，那么家
长就可以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筛查诊治。”雷东
方介绍，因矮小就诊需要做多项检查才能确
诊，家长们发现孩子身高落后应到正规医院
专科门诊就诊，不要随意使用增高保健品或
者去广告宣传的小门诊，以免耽误治疗。

案例：14岁女孩身高不到1米4

专家：矮小症应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本报讯（记者 李弈萱 通讯员 曾兰
花）近日，岳阳楼区卫生健康局开展以“初
心在岗位、使命在奋斗”为主题的专题党
课，主要从“初心是什么、使命干什么、差距
在哪里、落实怎么干”四个方面引导全体党
员争做新时代新征程的卫健人。

作为守卫人民健康的部门，岳阳楼区
卫生健康局肩负着全区80万人民群众的健
康保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必须
一手抓业务建设，一手抓队伍建设，始终坚
持“两手抓、两手硬”，才能更好地推动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专题党课围绕共产党员的
初心使命，要求卫健系统的全体党员要时刻
牢记自己入党时的志愿，对着党旗时的誓
言,不减入党时的激情，永葆共产党员本色，
把初心使命融入思想灵魂，践行到日常工
作，让老百姓拥有“不得病、少得病”的健康
获得感。

岳阳楼区卫生健康局

初心在岗位初心在岗位
使命在奋斗使命在奋斗

本报讯（记者 李弈萱）近期，气温降低，
城区各大医院腹泻门诊确诊为诺如病毒的
感染病人逐渐增多。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
解到，诺如病毒高发季是当年 10 月到次年
3 月，现在正是进入高发，提醒市民要提高
警惕。

诺如病毒感染又称“冬季呕吐病”，多表
现为自限性。疾病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一
般感染48小时内发病，24小时内腹泻可达
4-8次，稀水便或者水样便，无脓血便，儿童
以呕吐为主，成人以腹泻居多，同时可以伴
有发烧、畏寒、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目前

市面上没有针对诺如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
抗生素也无效，为此预防是关键。因为诺如
病毒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的疾病，可通过污
染的水、食物、物品等迅速传播，因此养成良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做好食品和环境卫生十
分重要。

华容县

““健健康中国行康中国行””助推助推
全国健康促进县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县创建

本报讯（姚松文 张志云）日前，华容县以
“健康促进助力脱贫攻坚，健康教育走进青春
校园”主题活动的健康中国（湖南）行，助推全
国健康促进县创建，组织老年专家深入革命
老区东山镇长岗庙村开展“送医、送药、送政
策”三下乡活动。

东山镇是大革命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
地主要组成部分，为了满足老区群众的医疗
卫生需求，由华容县老科协卫生健康分会组
织 20 多名老年专家开展咨询义诊服务。随
后，华容县卫健局、县计生协会在县长工实
验学校组织“健康中国（湖南）行华容站—健
康教育进校园”活动，邀请岳阳市家庭教育
讲师团成员李柏范为学生讲解《青春期异性
相处之道》。

据悉，为推动健康中国行活动的开展，助
力该县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县，华容县卫健局、
计生协会积极组织“青春健康”教育宣传活
动，采取请专家授课、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健
康教育宣传片等方式，在全县各中小学校重
点巡回宣讲。同时结合健康扶贫工作，加大
对贫困地区医疗扶持力度。

图为岳阳楼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对企业职业病防治基本情况进行调查。

市疾控中心发布警示

诺如病毒进入高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