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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动态

本报讯（宋玉梅） 近日，省、市消除疟疾工作考评组一行 10
人，到虞城县就消除疟疾工作进行考核评估。

考评组首先听取了该县消除疟疾工作开展情况的介绍和汇报，
观看了该县消除疟疾历程展板和《消除疟疾工作》纪实片。随后考
评组审核了县疾控中心消除疟疾工作资料，现场查看了虞城县人民
医院和杜集镇卫生院两家医疗机构消除疟疾工作开展情况，并组织
了临床医生诊治知识考核、镜检人员技能考试和疟原虫血片质量复
核，最终以97.41分的成绩通过消除疟疾考核。

考评组对该县消除疟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该县在消除
疟疾工作中，各部门密切配合，认真履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落
实政策、经费、人员“三到位”，记录资料完整，数据详实，归档明
晰，连续6年未发生本地感染的疟疾病例，圆满完成了消除疟疾的各
项工作指标，确认虞城县已达到了消除疟疾的标准，高分顺利通过
省级消除疟疾考核评估,宣告了疟疾在该县的基本消除。

虞城通过省级消除疟疾考核

本报讯（周 杰）为认真落实《全国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法治宣传
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要求，深入学习《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提高全社会食品安全法治意识，推进食品安全
依法治理，进一步提高食品药品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日前，民权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办了食品安全知识法律竞赛。

本次竞赛参赛人员范围广，涵盖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行业
协会、食品安全执法人员、消费者代表等人员。此次竞赛活动以普
及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展开，
包括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抽样检验、食品召回、投诉举报、网络食
品违法查处等方面。此次竞赛，比赛过程紧张有序，特别是抢答环
节，参赛选手踊跃答题、竞相抢答，气氛热烈。

此次知识竞赛，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宣”的目的，营造
了食品监管人员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为进一步普
及食品安全知识、全面提升全县食品安全法治化水平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民权县食药监局

举办食品安全知识法律竞赛

本报讯（王凤玲）“非
常感谢政府，感谢县人民
医院！谢谢你们还挂念着
我们，以后有医院的专家
签约服务，我们这些老人
心里都有了依靠了，晚年
更幸福了！”11月23日，虞
城县天伦老年公寓 88 岁的
李志忠笑容满面地拉着医
护人员的手连声道谢。

据了解，11 月 23 日是
虞城县人民医院与天伦老年
公寓合作签约仪式启动的日
子，此次双方签约后将为天
伦老年公寓的所有老人提供
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该院在老年公寓设
立医疗室，派驻两名医务人
员长期提供医疗服务，上门
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体检，掌
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并建立

个人健康档案，全面监测、
分析、评估老年人的健康数
据，并根据评估结果，制订
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和疾
病防治方案，为入住老年人
提供医疗巡诊、健康管理、
健康咨询、预约就诊、急诊
急救等服务，如遇老年人突
发疾病等紧急情况，由医院
派救护车接老年人入院治疗
或提供及时转诊服务，并为
老人开通急救绿色通道。同
时开展以健康管理为主要内
容、以主动服务为主要形式
的其他个性化服务。

服务协议签约后，虞城
县人民医院派出 20 余名医
务人员为天伦老年公寓里居
住的 90 多位老人进行了全
面体检，为他们做了心肺听
诊、血压测量、视力测验、

白内障筛查、耳鼻喉诊治、
B超检查、心电图检查等，
并为每一位老人建立了健康
体检档案。

据悉，虞城县认真落实
十九大精神，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推进医养结合，要求医疗机
构对口或定点支援养老机
构。目前，虞城县医疗机构
分别在门诊及住院部大厅收
费、取药窗口设立了“老年
人优先”服务窗口，设置了
老年人病房，为老年人就医
开通绿色通道。28 家医疗
机构与养老机构签订了医养
结合服务协议，让老人真正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
求。

本报讯 （马 雷） 11 月 24
日，睢县卫计委在董店乡卫生
院举行 2017年贫困地区儿童营
养改善项目营养包发放仪式。
该乡董西村 21 名 6—18 月龄的
儿童与其家长或监护人一起参
加了仪式并领取了营养包 （见
下图）。

这次发放仪式是项目启动
后睢县卫计委采取的又一跟进
措施。首轮发放对象为6—18月
龄的儿童，每月发放一次，每

人每次发放一盒，从6个月开始
服用，共服用 18个月，满 24月
龄退出服用人群。2017 年该县
先期在西陵寺镇、董店乡、匡
城乡、涧岗乡、蓼堤镇等5个试
点乡镇实施。领取营养包的方
式为：家长或监护人须持有该
儿童的出生医学证明或户口
簿、家长或监护人的身份证，
到户籍所在地村卫生室登记领
取。

据了解，贫困地区儿童营

养改善项目是 2014年卫生部与
全国妇联在贫困地区合作开展
的一个婴幼儿营养改善项目，
睢县是省卫计委 2017年列入的
4 个新增项目县之一。该项目
的主要内容是：为农村 6—24
月龄婴幼儿免费发放营养包，
普及婴幼儿科学喂养知识与技
能，改善儿童营养和健康状
况。11 月 15 日，睢县启动了
2017 年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
项目。

睢县为婴幼儿免费发放营养包

11 月 23 日，虞城县人民医院与天伦老年公寓合作签约仪式现场。
王凤玲 摄

本报讯（张先胜）“你家的豆芽是从哪里购进的？”“请你提供一
下供货商的相关资质。”

近日，睢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了让老百姓了解和掌握其关
心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安全隐患，保障群众
饮食安全，根据全县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有针对性地开展豆芽
食品专项监督抽检工作。

在这次豆芽食品专项监督抽检工作中，该局出动执法人员20余
人开展豆芽专项摸底调查工作，对县城2个农贸市场内9个豆芽销售
摊点全部进行了监督检查，详尽了解产品的进货渠道和销货途径，
并现场采集14份豆芽样本，送往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
构进行检验。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加大对豆芽等农副产
品抽检力度，并送样至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检验检测机构做进一步
检测，对违法线索进行摸排，深挖源头，坚决打击添加违法非食用
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确保全县人民群众饮
食安全。

睢县食药监局

开展豆芽食品专项监督抽检

医养结合为老年人幸福护航
虞城县人民医院为90多位老人建立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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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院骨二科是我市唯
一一家河南省中医骨伤重点专
科，是以创伤、脊柱、关节微
创为主的专业科室，省中医学
院骨伤系临床教学基地之一；
市骨关节俱乐部设于本科，长
期承担着我市急诊抢救工作。
现有正高级职称 1人、副高级
职称 1人、中级职称 3人、硕
士研究生 3人，拥有经验丰富
的团队、雄厚的技术力量、先
进的医疗设备，并给患者提供
一个优美舒适的治疗环境。

中医特色：始终遵循着
“继承不拘古、传承不离宗”
的宗旨。骨折治疗方面以微创
理念为宗旨，突出中医传统特
色，彰显中医接骨、小夹板、
小针刀、银质针、中药熏蒸、
外固定器、微创髓钉、经皮螺
钉固定等骨折治疗优势。形成
手法正骨、器械固定、中药接
骨、体疗康复的四位一体的骨
折治疗体系。治疗范围：四肢
骨折脱位内固定术；髋膝人工
关节置换术；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管狭窄症、椎体滑脱切开
手术治疗等。关节镜下微创术
（骨性关节炎、膝半月板损
伤、膝关节内游离体、前后交
叉韧带断裂重建、关节内各种
感染等）、颈椎腰椎间盘突出

的射频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椎间孔镜手术治疗、椎体压
缩性骨折椎体成形术等。

一年前，家住梁园区绿苑新村 70岁的李老先生出
现腰疼症状，并且逐渐沿右臀部放射至右下肢，走路、
弯腰时疼痛加重，严重影响了生活。在多家医院均被诊
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这是由于腰椎间盘的退行性
改变，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根导致的，既是一种常见
病，也是一种顽固易复发的疾病。患病之后，李老先生
采用了推拿、针灸、拔罐等传统的治疗方法，症状不但
没有任何减轻而且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由于年事已高
又加之有脑梗的病史，老人家对手术一直保持着排斥的
态度，但是随着腰疼的加重，甚至连正常行走都成了一
种“奢望”。在家人的反复劝说下，经多方打听，他终
于鼓起勇气，来到市中医院骨二科，决定采取手术治
疗。

在了解病情及完善各项手术检查后，10月 16日上
午，骨二科刘保朋主任和崔岩医师决定为李老先生实施
椎间孔镜下腰椎间盘髓核摘除术，手术非常顺利，历时
70分钟，出血大约 15毫升，切口仅 5毫米长。患者回
到病房就能吃饭喝水，第二天在崔岩的指导下就可下地
活动，术后患者的腰腿疼痛消失。看着李老先生谈笑风
生及家属满意的笑容，医务人员都由衷地感到欣慰。

该院做的椎间孔镜手术是通过特殊设计的椎间孔镜
和相应的配套脊柱微创技术器械、成像和图像处理系
统，以及双频射频机，共同组成的一个脊柱微创系统。
在G型臂下定位，它从病人身体侧方或者侧后方进入椎
间孔。在安全三角区进行操作。在内窥镜直视下可以清
楚地看到突出的髓核、神经根、硬膜囊和增生的骨组
织。然后使用各类抓钳摘除突出组织、取出增生的骨
质、双极射频电极修复破损的纤维环防止再次突出，彻
底解除对神经根的压迫。由于采用局麻，在做手术时医
生还可以与患者一边交流一边进行操作，及时了解患者
的情况，并根据情况作出调整。该疗法适合各种腰椎间
盘突出，尤其是中、重度椎间盘突出。技术优势：可视
微创、适应症广、安全性高。从 2013年起，市中医院
骨科就开展了此项技术，李老先生仅仅是椎间孔镜手术
受益中的一位患者。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老年性的腰腿疼患者越来越
多，由于老年患者大多合并有心脑疾病，开放手术的风
险很高。如何服务好这些老年患者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
索的问题。而椎间孔镜手术由于切口小、组织损伤少、
术后恢复快、手术效果好、住院时间短，成为治疗老年
性腰椎疾患的选择，也为一些饱受腰腿疼烦扰的老年患
者带来了福音。

健康脊柱，微创先行，为患者选择最优的治疗方
法，是市中医院骨科多年来一直坚持奉行的手术理念，
是保证医疗安全、保证患者满意疗效的关键，也是患者
连连向商丘市中医院骨科医生竖起大拇指的原因所在。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随着二胎时代的到来，2017年，省委、
省政府把出生缺陷免费筛查列为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近日，宁
陵县召开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以下简称“两
筛”）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确保这项民生实事惠及更多群众。

免费筛查是河南省政府 2017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免费开展预
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是提高患儿诊断治
疗率、降低致死致残发生率、全面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重大惠民实
事。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是预防出生缺陷最有效的手段，绝大部分
严重出生缺陷都可以在孕期及时发现。

以往筛查都是自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出生缺陷筛查率的提
高，而现在这项惠民政策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准妈妈”王慧
就是其中的受益者。王慧说：“出台这个政策对孕妇、对婴儿都是非
常受益的，一些家庭、孕妇可能并不太清楚新生儿需要做哪些检
查，这个政策一出来，会让大家了解要做哪些检查，并且促进大家
做筛查，这样对小孩的健康会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县完成四维
彩超（NT)筛查492人、血清学（唐筛） 1076人，新生儿“两病”筛
查2566人，小儿听力筛查2513人。

马雷 摄

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
是儿童发病率较高而且又容易传
染的急性传染病，尤其在冬春季
节高发；近些年随着免疫规划工
作的开展，发病年龄有大龄化的
趋势，应引起高度重视。

这三种传染病的病毒主要通
过空气、飞沫传播，由病人通过
咳嗽、打喷嚏等方式将含有病毒
的气溶胶传播给易感者使其感染
发病，同时也可经毛巾、玩具等

接触物传播。在人口密集的场
所，如公共交通工具、商场、医
院、饭店、学校、托幼机构等，
更易造成此类病毒传播。一般来
说，人感染麻疹、风疹病毒 1—2
周后出现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发
热、出疹、咳嗽、流涕、结膜炎、淋巴
结肿大等，而感染腮腺炎病毒的人
会出现发热、一侧或双侧腮腺非
化脓性肿胀疼痛等，需及时就
医，以免发生严重并发症。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如
果出现发热、出疹或腮腺肿大等症
状，建议不要坚持上学或上班，应
及时就医，以免传播更多人。出
入公共场合时，加强个人防护，
室内注意通风。对于此类传染病
的预防，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最
有效的手段，群众可到预防接种
单位接种麻疹-风疹-腮腺炎联合
疫苗，以获得对病毒的免疫力。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科学防控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

视觉 新闻

连日来，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组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志愿者在各社区巡回开展义诊活动。医疗志愿者免费为老
人们检查身体，检测血压、血糖，并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饮
食指导、保健护理等服务。截至日前，共接待前来义诊及咨
询病人400余例，发放健康宣传资料580余份。 陈宝刚 摄

11 月 22 日，市中心医院举办读书交流会。交流会上，
每个支部选拔出4名共16名选手进行同场竞技，各位选手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和生活体验，从不同角度畅谈了自己读书的
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最后，交流会现场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并向获奖者颁发了奖品。 席 军 摄

为全面提高护理质量，引导医院护理人员积极参与到
护理质量管理活动中，近日，市中医院护理部开展了“品
管圈”应用专题学习，“品管圈”应用专家吴燕、张晶晶应
邀到院进行授课，全院 100 余名护理人员参加了此次培
训。 刘 霞 摄

宁陵全力推进“两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