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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煤总医院

在省百县心电学大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刘 辉 通讯员 王

书珍） 4月 21日，河南省心电学研
讨会、2019心律失常的心电图与电
生理专题研讨会、全科医师心血管
疾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河南省首
届百县心电学大赛落下帷幕。经过
紧张的现场答题和专家评审,永煤总
医院参赛选手在本次“百县心电
学”大赛中获得团体三等奖。

河南省首届百县心电学大赛是
由河南省心电学会牵头，各县医学
会、医疗机构积极参与，河南省人
民医院承办，新闻媒体联合发起的

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的全省竞
赛活动。

本次比赛由永煤总医院功能科
主任苗书芳、主治医师王莲花和永
城市中心医院两位同仁 4 人组队，
代表永城市医疗机构参加。比赛会
聚了全省各县精英选手同台竞技。
她们不畏强劲对手，发挥出色，在全
省 36支参赛队伍中以优异成绩荣获
三等奖。本次决赛由解放军北京301
医院卢喜烈教授担任主评委，经过近
4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共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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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记商丘市中医院心病一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本报讯 （纪 婷） 4 月 25 日至 26
日，国家卫健委科教司调研组一行莅临
永城，就永城市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助
理全科医生培养等工作进行调研。

25日下午，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了
永城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师培训基地、技
能培训中心等单位，并组织召开座谈
会，进一步了解永城市全科医生队伍建
设、助理全科医生培养工作等方面的基
本情况。在听取汇报、现场交流后，调
研组对永城市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助理
全科医生培养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指
出，医改的目标是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基层卫生和健康部门不仅要
解决好“老百姓有地方看病、看得起
病”的问题，还要高度重视“有人为老
百姓看病”的问题。不光要会看病，更
要能防病，让老百姓少生病。人才是卫
生与健康事业的第一资源，永城市要以
更大的工作决心、更有效的工作方法，
不断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使用机制，不断
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为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提供更有力的人才保障。

4月 26日，调研组先后走访了永城
市王集镇卫生院、陈官庄卫生院，分别
与卫生院的全科医生进行了座谈交流，

并随机访谈医务人员、就诊患者，详细
了解该市全科医生团队建设、定向全科
医生政策落实等情况。调研中，调研组
鼓励全科医生安心扎根基层，真心服务
群众，做好群众健康的“守门人”、医
药费用的“守门人”。同时，要努力做
一颗“种子”，发挥好全科医生的优
势，将医学知识和健康管理建议通过多
种途径传递给身边的同事和百姓，努力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
康服务。

据悉，近年来，永城市以建设健康
永城为目标，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为主线，以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使用为抓
手，全面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为永
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健康保障。

目前，该市所有乡镇卫生院均设立
了全科门诊，建立了市人民医院、市中
心医院两家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招
录培养3+2助理全科医生43名。全市全
科医生已达 548名，提前完成了河南省
要求的“到2020年每万人拥有全科医生
不少于2名”的目标任务。

调研后，调研组一行还在淮海战役
歼灭战纪念馆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

国家卫健委到永城调研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情况

问：血液的主要成分及功能是什么？
答：血液是由55%—60%的血浆和40%—45%的血细胞（红细胞、白

细胞、血小板）组成的。血细胞主要是红细胞，它的机能是运送氧气到
身体各部，并将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送到肺部随呼气而排出体外；其次
是白细胞，它能帮助人体抵御细菌、病毒和其他异物的侵袭，是保护人
体健康的卫士；再者为血小板，当人体出血时，它可发挥凝血和止血的
作用。血浆中的90%是水，其余为蛋白质、钠、钾等人体新陈代谢所需
要的物质，它维持人体正常的血压和血液酸碱度。 （市中心血站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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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① 44 月月 2525 日日，，民权县中医院医务民权县中医院医务
人员在向群众宣传儿童预防接种知识人员在向群众宣传儿童预防接种知识。。
该县卫健委该县卫健委通过悬挂横幅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摆放展板、、设设
置咨询台等形式置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儿童预防接向群众宣传儿童预防接
种的意义种的意义、、作用作用、、程序等知识程序等知识。。 孙孙 琰琰 摄

图②② 44月月 2525日日，，虞城县疾控中心开虞城县疾控中心开
展展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活动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活动。。活动活动
共设立咨询台共设立咨询台 22 个个，，展出宣传版面展出宣传版面 1010
个个，，发放宣传材料发放宣传材料600600余份余份，，接受儿童家接受儿童家
长咨询长咨询200200余人次余人次。。 宋玉梅宋玉梅 摄

图③③ 44月月 2525日日，，睢阳区卫睢阳区卫健健委组织委组织
开展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活动开展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活动。。活活
动现场设立了宣传咨询台动现场设立了宣传咨询台22个个，，摆放宣传摆放宣传
版面版面 1010个个，，向过往群众发放预防接种宣向过往群众发放预防接种宣
传资料传资料500500余份余份。。 曹永宏曹永宏 周金焕周金焕 摄

图④④ 44 月月 2525 日日，，梁园区梁园区卫健委组织卫健委组织
开展开展““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活动宣传活动。。
现场共发放各类免费宣传资料现场共发放各类免费宣传资料10001000余份余份，，
接受咨询接受咨询200200余人次余人次，，同时在现场开展免同时在现场开展免
费健康体检活动费健康体检活动。。 董献华董献华 摄

3月底的一个夜晚，注定是个不平
凡的夜晚，正值凌晨，商丘市中医院心
病一科的值班医护人员正在各自忙碌着
手头的工作时，急诊告知，有一名60岁
男性患者，发作性心前区闷痛两小时。
查心电图示：急性心肌梗死，需立即送
往心病一科急救。时间就是生命，值班
医生朱登攀接到通知后，立即配合护士
备好抢救车、心电监护及氧气等急救药
品器械迎接患者。

由于患者是突发情况，只有一位家
属在其身边，但这丝毫不影响医生对患
者的急救。为了抢救生命，医护人员没
有一丝犹豫，主管医生段亚军更是争分
夺秒立即与患者家属沟通患者病情，建
议患者行溶栓或PCI治疗，患者及家属
拒绝PCI，仅同意溶栓治疗，段亚军立
即评估患者有无溶栓禁忌，经评估后患
者有溶栓适应症，无禁忌症。立即启动
溶栓治疗，同时通知心病一科主任郭晓

丽，溶栓后患者胸痛消失，心电图动态
演变，临床判断患者血管再通，第一时
间挽救患者频死的心肌，缩小了梗死面
积，降低了患者猝死的风险。

次日经耐心沟通后患者同意PCI，郭
晓丽和段亚军为患者行冠脉造影，结果
显示：LCX（左回旋支）：开口斑块，中段
95%狭窄。经与家属充分沟通并结合患
者的病情，决定对LCX远段病变行PCI，
植入 1枚支架，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为患

者解除了再梗的风险。大家这才松了口
气，但是不敢怠慢，及时告知患者及家属
注意事项，同时，严密观察患者术后情
况。现患者病情趋于稳定，恢复良好。

为挽救生命，医护人员潜心专注；为照
看病人，更是时刻不懈怠。医之为道，非精
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得。这一切注
定了这份工作的忙碌、辛劳与毕生不怠。
心病一科医护人员，24小时全天候、全方位
严阵以待，为患者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发生在凌晨的生死营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4月 28日，河南金汇通航与民权县爱佳医院在进行航空救援演练。两
家联手开展航空救援，为民权及周边危急重症患者开辟了一条空中生命绿
色通道。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注意用眼卫生要做到哪些
二要：1.读书写字姿势要端正，保持“一尺一拳一寸”，即眼睛离

书本一尺，身体离桌沿一拳；手指离笔尖一寸。2.连续看书写字一小时
左右要休息片刻，或向远处眺望一会。二不要：1.不要在光线太暗或直
射阳光下看书、写字；2.不要躺着、走路或乘车时看书。

进食脂肪过多容易患哪些疾病
1.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2.胆囊炎、胆石症、胰腺炎；3.肥胖症、脂

肪肝、糖尿病；4.肠癌、乳癌等。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商丘市中医院心病一科是一个具有
悠久历史的心血管疾病治疗专科，在临
床、科研等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业绩，是商丘市知名重点专科。多年
来，心病一科始终秉承中西医结合的路
线，牢记初心，传承创新，以“严谨、
求实、创新、奉献”的工作作风，形成
了以心血管病介入诊疗为学科特色的优
势项目，同时也形成了一批学术水平
高、结构梯队合理、奉献意识强、医德
高尚的专业队伍。该科年门诊量2000余
人次，收治病人1200人次，年完成冠脉
造影 500余例，其中 PCI （经皮腔内冠
脉成形术及支架植入术） 100余例。

心病一科现有主任医师 1名，副主
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2名，住院医师3
名。已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
北京阜外医院及河南省人民医院等多家

知名心血管医院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
系，并常年邀请合作医院知名专家张新
勇、李牧蔚来医院开展工作。新建的专
业导管室、急诊心脏介入绿色通道及冠
心病重症监护室 （CCU） 也将投入使
用，科室拥有大型数字平板X线心血管
造影机 1台，拥有运动平板检查仪、主
动脉内球囊反搏仪、临时起搏器、进口
心脏监护系统、进口心脏除颤监护仪等
先进的医疗设备，24小时专业医护人员
全天候、全方位严阵以待，为患者生命
安全保驾护航。即将开始建设的胸痛中
心将进一步提升医院心血管疾病专科诊
疗水平，对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
竭、心脏介入手术后等急危重症抢救成
功率提供坚实的保障。

该院时刻关注心血管医疗技术进
步，目前除开展高血压、冠心病、风湿

性心脏病、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各
种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等各种心血管
疾病的常规诊治外，还将心血管病介入
治疗工作列为医院重点发展方向，对内
深挖潜力，组织人员外出进修学习；对
外聚焦人才引进，不惜代价引进高级人
才开展介入治疗心脏病业务，形成了一
支技术成熟，业务精湛的心脏病介入手
术团队，能够熟练开展冠状动脉造影
术、经皮冠状动脉成形及支架植入术
（包括主动脉内气囊反搏下急诊PCI、经
桡动脉PCI、药物涂层支架在冠脉复杂
病变中的应用）、心脏电生理检查、永
久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埋藏式心律转复
除颤器植入术（ICD）、射频导管消融术
（包括室上性心动过速、房扑、室速等各
种心律失常）、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
其中急性心肌梗死血栓抽吸术、冠脉内

压力导丝测定血流储备分数、冠脉血管
内超声检查等技术居市级领先水平。

近年来，心病一科还承担了我市卫
生部门中医学研究等多项科研任务，积
极探索用现代医疗手段，结合中医传统
医学，研制出一大批对预防和治疗心脏
病有独特疗效的方剂，如川芎红花散、
冠心贴、强心贴等，受到了患者青睐。
商丘市中医院心病一科全体医护人员将
以一流的技术、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环
境为患者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服务。

永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整治校园周边“五毛食品”
本报讯（曹亚光）近期，永城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校园周
边“五毛食品”专项整治活动。

在活动中，执法人员对校园周
边 200 米内的小食杂店、食品小卖
部等食品经营商户和食品小摊贩进
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查扣央视曝光
的“虾扯蛋”“黄金口味棒”“亲嘴
牛筋”等劣质辣条；走进小学、幼
儿园等部分学校开展食品安全知识
讲座，教学生辨别假冒伪劣食品，
提醒学生自觉抵制辣条等“五毛食
品”；坚决取缔无证流动小摊贩，要
求有证的小摊贩在指定区域内规范

经营，禁止进入校园周边 200 米以
内；加大“五毛食品”抽检力度，
重点针对“五毛食品”批发企业进
行抽样检测，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一律严厉查处。此次专项
整治，共出动执法人员 580 人次，
检查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 745
家次，责令下架辣条等“五毛食
品”265公斤，取缔校园周边无证经
营店6家，责令整改56家。

通过整治，校园周边食品经营
秩序显著改善，广大学生自觉抵制

“五毛食品”的理性消费观念和法律
意识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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