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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中医院脾胃肝胆（消化
科）科是商丘市临床（中医）重点
专科、医院中西医结合重点建设专
科、商丘市首届中医名科、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肝胆病
中西医结合诊疗联盟单位、河南省
幽门螺杆菌诊疗联盟单位、中医特
色护理优秀科室。科室长期与省人
民医院、郑大一附院、河南中医药
大学一附院消化科长期合作，并有
专家定期来该科坐诊查房、指导临
床开展治疗。

该科室有主任医师、教授 1
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人；主治
医师 4人，硕士研究生 2名，市名中
医 1 人，市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1
人。 由病区、消化内窥镜诊疗室、
中医外治室组成，开设病床 40张。
门诊开设有诊室，设有专家门诊，开
展了肝病、胃肠病、胆胰疾病等专病
诊治，最大限度满足不同患者需求。

病区主要收治消化系统各种疾
病。如胃肠道疾病、胃肠道肿瘤疾
病、胆胰腺疾病；脂肪肝，乙、丙
型肝炎，肝硬化，自免肝，药物性
肝损伤，遗传代谢性肝病等。年出
院病人 1500 人次。胃肠镜室，年
检查无痛、无麻胃肠镜病人近3000
人，内镜下息肉、肿物切除等各种
治疗 200余人次。幽门螺杆菌及胃
功能检查 3000—5000 人次。幽门
螺杆菌检测用于检测是否感染幽门

螺旋杆菌；胃功能检测可辅助诊断
萎缩性胃炎、早期胃癌。

中医外治室设置治疗床位６
张，开展有督灸、脐灸、辅灸、透
穴埋线、隔药熏脐、穴位贴敷、中
药离子导入、中频治疗等多项中医
特色治疗技术，在缓解功能性胃肠
病引起的胃痛、胃胀、腹痛、腹
泻、便秘等方面疗效显著。在防治
慢性肝病引起的胁痛、腹水、黄
疸、白细胞低下等方面起到协同治
疗作用。针对亚健康人群，开展治
疗与养生相结合，达到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病后防复的作用。

据脾胃肝胆科主任李志伟介
绍，消化内窥镜室率先在商丘中医
界开展无痛胃镜、无痛肠镜技术，
经 内 镜 下 息 肉 黏 膜 剥 离 术
（ESD），经内镜下息肉黏膜切除术
（EＭＲ）等技术。

该科室开展了系统的中医特色
外治疗法，与内治疗法相互补充，
提高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肝炎、肝硬
化的疗效。结合医院老中医药专家
经验，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研制
出具有软坚散结、护肝功效的“灵
甲复肝丸”，具有清热利湿退黄的

“退黄合剂”等，效果显著。针对
慢性病毒性肝炎，总结出“分期、
分阶段、因人治疗”的学术观点，
初期治宜祛邪，晚期治宜扶正。强
调“见肝传脾，重视脾胃”，在该

病中医治疗领域其临床处于市内领
先位置。 除此之外，科室还运用
疏肝健脾、化痰去浊活血化瘀法治
疗脂肪肝，研制了舒肝降脂护肝合
剂，应用临床可起到减肥、降低血
脂、护肝功效。

科室与医院介入科合作开展微
创技术，如介入、射频消融、微波
消融、粒子植入、无水酒精注射
等，局部根治肿瘤同时联合中医中
药内服外治、扶正气、调免疫，减
少肿瘤复发，达到局部与全身治疗
相结合、中医西医相结合、内外治
法相结合、微创技术与中医中药相
结合，开辟肿瘤的“绿色治疗”新
模式。同时针对溃疡性结肠炎发病
的主要病理因素和国人溃疡性结肠
炎的发病特点，以清、补、活、止
立法，在控制急性发作和预防复发
上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在李志伟带领下，脾胃肝胆科
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疗为龙头、以
教研为两翼、以技术求发展，形成
了医、教、研、护为一体的中医重
点专科。

脾胃肝胆病 中医有高招
——记商丘市中医院脾胃肝胆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提起宁陵县中医院院长姚伟，在宁
陵县孔集乡刘堌堆村可谓是妇孺皆知。
他不是以县中医院院长出名，而是他在
驻村工作中因“实在”而留下了美名。

自全市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姚伟
就被派驻到宁陵县孔集乡刘堌堆村，作
为扶贫攻坚战的“主帅”驻扎该村。他
用一颗“医者仁心”开始了扶贫路上的

“问诊开方”。
刘堌堆村是一个贫困村，村委办公

场地虽面临乡道而居，但办公设施差得
可怜。村“两委”班子平时办公尚可迁
就，而一到党员活动日，召开村代会，
或者大一些活动，缺桌少凳的矛盾就凸
显了。每到这时候，一些党员知道村里
的办公条件差，干脆直接从家里带把小

马扎，有的忘记带了，干脆就地取材搬
几块红砖头当凳子。

姚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虽说是
驻村扶贫，可自己也不是“财神爷”，
他是一院之长，深知自己的家底。一筹
莫展之时，姚伟想出了一个“单位申请
一点，自己挤一点、亲朋凑一点”的办
法，筹措 3万余元，为村委会购置了办
公用的桌凳，硬化了村室院内地面、粉
刷加固了围墙等，村室办公条件、环境
一下子得到了很大改观。

改善了村委会办公条件，村官村民
笑了，姚伟也笑了。

政绩虽然能“看得见、摸得着”，
但那毕竟是一个“形象工程”啊，还得
来一些“看得见，摸不着”的“人心工

程”才是初衷。自驻村以来，姚伟就暗
自发誓，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己所能为老
百姓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老
百姓心中才有你。

通过一段时间的入村走访，姚伟发
现，由于该村村民常年外出务工，留守
在家的老人妇女“看病难、难看病、懒
看病”的情况较为突出，姚伟把这一情
况及时和村“两委”班子及乡驻村责任
人研究后，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
便”，抽调院里的业务骨干，携带医疗
设备，设点或上门直接为群众义诊。这
样一来，就大大方便和缓解了群众的就
医难，同时也达到了早发现早治疗的目
的，使群众不出门也能挂上“专家
号”。一些平时“懒”得看病的妇女打

趣地说：“看病不能懒，一懒寿命短，
真亏得姚院长早下乡服务啊！”

通过近一年来的巡诊义诊，它们为
所驻村的村民义诊 1200 余人次，发现

“三高”及其他疾病的患者260余人，并
让这些患者得以及时治疗。

80多岁的王文灿老两口住的还是上
世纪80年代初砌筑的手工红砖房，由于
多年失修，房顶漏雨，墙体砖块多有剥
落，早已成了危房。

姚伟了解情况后，及时对老两口的
住房进行了全面修缮。还为老人送去了
新被褥、面粉、食用油等生活品。

“多亏共产党的政策好，非常感谢
姚院长！”住上了政府翻建的新居，每
当说起此事，老两口都充满感激。

姚伟：扶贫路上的“医者仁心”
王正先 王殿勤

问：输血与血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答： 血型就是指红细胞表面特异抗原的类型，而ABO血型只是

临床最重要的一个分类系统。具体是人的红细胞表面抗原有A、B两
种，血清中有天然的抗 A 抗原的抗体和抗 B 抗原的抗体，根据这两
点而分的A、B、AB、O四类。其中A型就是有A抗原和抗B抗原的
抗体；其中 B型就是有 B抗原和抗A抗原的抗体；其中AB型就是有
AB 抗原和没有抗体；其中 O 型就是没有抗原和抗 A、B 抗原的抗
体。由上可知，1.A型和 B型是相克的。2.在无同型血的前提下，异
型血相输采取交叉配血主侧不凝集原则，但必须缓、慢，同时严密
监测。3.O 型血可以给其他血型的人输血。4.AB 型血可以接受其他
血型人的血。 （市中心血站供稿）

噪声对人体有哪些影响
1.影响人的正常休息、睡眠、工作和学习；2.使人的听觉发生暂时

性减退，时间一长就可能发生持久性的听力损失；3.长期处于噪声环境
下，人还可出现神经衰弱病症。

绿化对环境有何作用
绿化是净化空气、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它的作用有：1.吸收

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放出氧气；2.吸附和阻留灰尘；3.调节气候；4.
降低噪声；5.美化环境，使人消除紧张，提高工作效率。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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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我市团结路某小区的
刘景发老人前些日子总感觉胸
部不适，在家人的陪同下，刘
景发到市某医院行胃镜检查。
检查后发现食管中段一隆起性
病变，一家人都很紧张，刘大
爷本人也非常害怕，怀疑自己
得了食管癌，睡不着，吃不
香。

最后刘景发来到市中医院
脾胃肝胆科，值班医生祝晓蕾
医师耐心询问患者情况，并认
真翻阅其所做的检查结果，不
断安慰患者及家属，随即安排
其再做一次检查。祝晓蕾本人
专门学习过超声内镜，通过祝
医生细致的检查，结果考虑食
管的间质瘤可能性大。

经过耐心解释，患者紧张
的情绪终于放松了下来，祝晓
蕾医生建议其择期行内镜下
ESD治疗术。

之后住院通过胃镜下切除
了食管隆起的包，病理证实间
质瘤。术后刘景发恢复良好，
一块心病就此落地。患者及家
属对市中医院消化内科超声内
镜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态度赞不
绝口，并深深地表达了他们的
感激之情。

那究竟什么是超声内镜
呢？脾胃肝胆科主任李志伟解释道：超声内镜即
内镜和超声相结合的消化道检查技术，将微型高
频超声探头安置在内镜顶端，当内镜插入体腔
后，可对消化道黏膜病变、黏膜下病变及壁外邻
近脏器同时进行内镜观察和超声扫描，从而获得
胃肠道的层次结构及周围邻近脏器的超声图像，
其结合了内镜与超声的双重优势，相当于同时做
了内镜和超声两种检查，显著提高消化道疾病的
诊断水平，并为消化道疾病的镜下及外科治疗提
供帮助。

正可谓：小小内镜，火眼金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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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孙 琰）为进一步激
发广大干部职工投身作风建设提
升年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近日，民权县卫健委召开

“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
抓到底”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促
进会，对作风建设工作再推进。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严明党
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
扣地贯彻中央和省、市、县的决
策部署，严格贯彻落实市、县

“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
抓到底”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要
求，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结合卫健工
作实际，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专项以案促改，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更坚决
的态度、更严的要求、更硬的措施
推动问题整改，以“马上办抓落
实”的过硬作风，促进卫健工作
高层次、高质量开展。

会议强调，作风建设提升年
活动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既要
负总责、抓宏观，又要亲临一
线、抓细节，领导干部要以上率
下、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做实

“六个带头”，用活动提出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既要完成规定动
作，又要勇于创新发展，以扎实
的活动成果推动工作落实，以有
效的工作落实推动活动深入开
展，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民权县卫健委

狠抓作风建设不放松

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 通讯员
王孝继 孙金灿） 5月 17日，夏邑县
第二人民医院正式与该县 21家乡镇
卫生院举行“夏邑县妇产科专科联
盟”集中授牌仪式。这是深化县域
综合医改、为群众提供优质便利医
疗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在推
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基础上，加快妇
产科专科能力提升的一项重要举措。

据了解，夏邑县第二人民医院
与各乡镇卫生院关于医共体联盟的
授牌，是推进夏邑卫生建设、深化
公立医院医改的又一次探索。据介
绍，作为医共体牵头医院，夏邑县
第二人民医院将派技术骨干到乡镇
卫生院开展查房带教、学术讲座、
专业指导等活动，帮助提升妇产科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减少百姓
跑腿路程，同时倒逼本院抓紧提升
自身的诊疗技术能力，提高县域病

人就诊率。
会议还特邀郑大一附院妇产科

专家苑中甫与二院妇产科同仁做了
精彩的学术分享。苑中甫对《宫颈
癌的筛查进展及指南》进行了详细
的解读，苑教授是郑大一附院妇产
科副主任，并担任硕士研究生导
师，理论与临床经验丰富，他就

“宫颈癌筛查方法新进展”等知识的
分享，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既
扩宽了大家的知识面，又解答了部
分医者的疑惑点。

作为夏邑县成立的首个专科联
盟，妇产科专科联盟任重道远。健
康中国，重点在基层，本次授牌仪
式的成功举行，是深化公立医院医
改的又一重大举措，它将与医院远
程医疗网络相配合，为全县医疗卫
生的进一步发展添砖加瓦，为实现

“健康中国”加油助力。

夏邑成立妇产科专科联盟
图①① 日前日前，，夏邑县卫健委夏邑县卫健委、、夏邑县红夏邑县红

十字会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十字会组织开展宣传活动。。活动活动通过摆通过摆
放宣传展板放宣传展板、、义诊等方式义诊等方式，，向向群众宣传红群众宣传红
十字运动精神十字运动精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知知
识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壮伟张壮伟 通讯员通讯员 骆梦楠骆梦楠 摄

图②② 近日近日，，市卫健委组织市卫健委组织开展开展““世界世界
家庭医生日家庭医生日””义诊活动义诊活动。。当天共展出宣传当天共展出宣传
展板展板 9595块块，，发放奖扶政策发放奖扶政策、、健康素养健康素养等宣等宣
传资料传资料 20002000余份余份，，为近为近 600600名群众提供了名群众提供了
义诊与咨询服务义诊与咨询服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海芳谢海芳 摄

图③③ 55月月 1919日日，，柘城县浦东办事处柘城县浦东办事处
卫生院的医务工作者卫生院的医务工作者为群众进行义诊和为群众进行义诊和
宣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宣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进一步加进一步加
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转变卫生健转变卫生健
康服务模式和服务理念康服务模式和服务理念。。 张张 超超 摄

图④④ 55 月月 1919 日是世界家庭医生日日是世界家庭医生日，，
宁陵县卫健委通过在街头设立咨询台宁陵县卫健委通过在街头设立咨询台、、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据据
统计统计，，活动接受群众咨询活动接受群众咨询 76007600 余人次余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发放宣传资料1500015000余份余份。。 刘志国刘志国 摄

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
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抓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