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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 上
午，农工党商丘
市委组织开展了

“世界环境日”义
诊活动，来自我
市多家医院的 20
多名医疗专家参
加了活动。当日
接 待 咨 询 群 众
360 余 人 次 ， 开
出处方100余个。
本报记者 任 威
通讯员 宋 页 青
摄

6月1日，市中心医院孕妇学校开展了
新生儿抚触专题课程，帮助准父母有准备地
迎接新生命。 本报记者 谢海芳 摄

近日，民权县中医院的医务人员在给群众检
查身体。据悉，该县卫健委近日组织开展了义诊
宣传活动，引导大家远离烟草危害。孙 琰 摄

老李今年 66 岁，患糖尿病十多年
了，平时也有吃药。这天上午他正在和
老邻居们闲聊，突然觉得说话不利索
了，右边的胳膊和腿也使不上劲，老邻
居也发现了老李的不对劲，赶紧扶住了
他，这才没有让老李摔倒。

老李的家属赶紧电话联系了商丘市
中医院脑病一病区的陈辉主任。老李到
中医院的时候，已完全说不出话，右侧
肢体瘫痪，陈辉及时了解老李的病情，
怀疑是急性脑卒中，立即开启院内卒中
绿色通道。在检验科及影像科的配合
下，诊断为急性脑梗死，进行风险评估
后符合静脉溶栓指征，充分告知风险
后，脑病一病区医务人员立即开始紧张
有序的静脉溶栓治疗，时刻监护患者反
应和生命体征。

溶栓当天老李意识好转，能说出
话，右侧肢体瘫痪有所改善；入院第二
天，右侧肢体肌力达到 4级，第三天能
在家人搀扶下下床行走。经过静脉溶栓
治疗显著改善老李的症状后，挽救了大
脑，拯救了生命，老李和家属非常满
意，是溶栓挽救了老李的生活质量。

“卒中的救治效果具有极强的时间依
赖性，可以说时间就是大脑。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越早治疗
效果越好。在发病4小时内进行静脉溶栓治疗是目前最有效
的救治措施之一。因此，一旦发生脑卒中，需要尽快到最近
的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救治。”陈辉说。虽然时间就是大脑，
但现实情况是，只有约20%的患者能在发病3小时内到达医
院，只有 2.4%的患者进行了溶栓治疗，造成这种结果的原
因之一是患者及家属对脑卒中不了解，导致不能及时就诊和
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因此，提高急性脑梗死溶栓
治疗需要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共同努力，早诊断、早治疗，减
少致残率。

很多脑卒中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是因为分不清脑卒
中的症状而延误治疗。陈辉特别提醒，出现以下五种突然的
症状可能是脑卒中：突然一侧面部、手或脚麻木或无力；突
然意识模糊，言语困难或理解困难；突然一只眼或双眼视物
模糊；突然头晕，行走不稳，失去平衡或动作不协调；突发
严重头痛，没有已知的原因。“一旦出现上述五种突然的症
状应及时就医。”陈辉再次强调。

争
分
夺
秒
拯
救
大
脑

本
报
记
者

宋
云
层

商丘市中医院脑病一科成
立于 2013 年 10月，开放床位
39张。有医护人员近20人，其
中主任医师1名，副主任医师1
名，研究生 2名，主治医师及
主管护师 3名。多名医生分别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神经内科，河南省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脑血管病病区和卒中绿
色通道静脉溶栓、动脉取栓
组，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病
研究所，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
院康复医学科进修学习。

商丘市中医院脑病一科对
于脑病患者融急救、中西医诊
疗、康复为一体的模式，可减
少患者住院时间和费用，消除
或减少并发症及后遗症，全方
位、整体化对脑血管病进行综
合治疗。在急性期应用溶栓等
治疗手段，迅速稳定病情。恢
复期采用中西医结合，以中西
药物、康复器材、针灸等综合
方法促进患者尽早康复、减少
残疾、提高生活质量。对于中
风后遗症，发挥中医特色，
如中药硬膏热贴敷、中药封
包、中药熏洗、中药塌渍、耳
穴埋豆、艾条灸等中医特色项
目能显著改善肢体功能。

市中医院脑病一科以发展
专科、专病、专药为重点，在

中医理论指导下，立足于辨证
施治，把疾病的共性与个性、
辨病与辨证、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借鉴先进经验，结合多年
临床实践，在治疗眩晕、失
眠、头痛、高血压、低血压、
面神经麻痹等方面确立了有效
的治疗方法。

脑病一科陈辉主任说，
多年临床工作深知脑血管病导
致的半身不遂、失语等后遗症
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身体、心
理的创伤，给社会、家庭造成
很大的负担，尤其是该病发病
年轻化，最近又收治了一位31
岁因高血压多年未接受规范治
疗导致脑出血的患者，深感不
安。所以脑病一科决定防患于
未然，致力于“治未病”。高
血压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心脑
血管病首位危险因素，在我国
70%的脑卒中死亡都与高血压
密切相关，然而却普遍存在着
高血压患病率高、死亡率高、
残疾率高的“三高”和知晓率
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的

“三低”特点，因其早期患病
十分隐匿，但其引发的心脑血
管疾病严重威胁人们生命，给
高血压患者造成巨大经济、家
庭和社会负担。

我国高血压患者已经达到3

亿人以上，其中只有 41%左右
的患者接受治疗，在接受治疗
的患者中，只有约 1/3的患者
血压达标。脑病一科与河南省
人民医院高血压科结为联盟单
位，定期请刘敏主任来院坐
诊、查房、讲课，提高商丘市
高血压防治水平，开展高血压
规范化诊疗。商丘市中医院脑
病一科所有医护人员将通过多
种方式致力于高血压的防控、
诊疗，唤起人们对高血压防治
的重视。门诊二楼设有高血压
诊室，科室建有“商丘市中医
院智慧化高血压诊疗群”，就
高血压的危害、高血压的规范
诊疗、血压监测的意义等方面
为大家普及严谨、正确的高血
压防治知识。同时会定期走进
社区举行“高血压健康知识”
科普讲座，为商丘广大高血压
患者提供真正的精准治疗，更
好地预防心脑血管病并发症的
发生。

上工治未病 防范于未然
——记商丘市中医院脑病一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为
纪念卫生部支援手足口病救治
工作十周年，日前，商丘市第一
人民医院举行卫生部支援手足
口病救治工作十周年感恩会。

市一院负责人陪同专家团
队一行先后参观了医院院史馆
及文化长廊、重走专家组工作
和生活过的院内小道、古建
筑、宿舍、食堂，参观了儿科
医技楼生化检测中心、儿童重
症监护室、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等。专家们对该院儿科诊疗体

系建设十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
感到惊喜，对医院争创豫鲁苏
皖四省接合部儿科联盟充满信
心。

目前，市一院新建了儿科
医技楼，儿科也被细分为儿童
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
护病房、儿科一病区、儿科二
病区、儿童康复病区、小儿外
科、新生儿母婴同室病房，拥
有床位约400张。

十年前，手足口病肆虐豫
东，卫生部领导高度重视，连

夜从全国各地选派医疗专家，
分五批先后赶赴商丘，组建了
一支团结协作、技术过硬的高
素质团队。他们在市一院安营
扎寨，克服重重困难，连夜建
起市一院 PICU病房，确定治
疗方案。第二天，大批的重症
患儿被送往市一院，接受国内
当时最优秀专家团队的诊疗，
仅仅两周时间，由于施救及
时，措施得当，实现了患儿零
死亡，扭转了商丘在手足口病
重症救治上的被动局面。

卫生部支援手足口病救治专家团

到市第一人民医院交流指导工作

本报讯（记者 霍天艳 通讯员
田晓敏）为规范提升全县大中型商
场超市食品安全管理水平，近日，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全
县大中型商超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提
升工作会，全面开展食品安全管理
规范提升活动，切实保障老百姓菜
篮子安全。全县大中型商场超市负
责人、局属各基层所所长及相关股
室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上，宣读了《民权县 2019年
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提升年
活动实施方案》，对开展的食品流通
环节的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提升活动
进行了部署。

会议要求全县大中型商超负责
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第一责

任人意识，从思想上重视，从行动
上自律。希望全县食品流通企业有
效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切实增
强食品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守法经营
意识，提高识假辨假能力，筑牢全
县食品安全防护墙，守护人民饮食
安全。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符合立案
条件的违法行为，做到100%立案查
处，对于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民权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业务股室要做好
规范提升活动的督导工作，及时树
立先进典型，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和
宣传其先进经验做法。

会后,参会人员签订了《流通环
节食品安全承诺书》，并对食品安全
知识进行了测试。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强化大中型商超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刘辉 霍天艳）日前，梁园区卫健委召
开 2019年全区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总结表彰 2018年度卫生
健康工作，部署2019年工作任务。

会上，表彰了 2018年度全区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单位和
先进工作者，以及 2019年度“十佳护士”“优秀护士”“优
秀护理集体”，与会领导向获奖团队和个人颁奖。

会议总结了 2018年全系统卫生健康和党建工作，分析
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 2019 年工作目标提出了新的要
求：全区卫生健康系统全体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明政
治纪律、政治规矩，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筑牢思想防线，树立优良作
风。提高理论素养，提高专业能力，加快知识更新，不断
增强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始终保持“讲政治、勇担当、
马上就办、一抓到底”精神状态，攻坚克难，真抓实干，
不断推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梁园区

总结部署卫生健康工作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6月5日，商丘市第五人民医院
举行与洛阳正骨医院医疗联合体合作单位揭牌仪式。市卫健
委、市医保局相关领导，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
州院区）领导、全国第六批名老中医、郭氏正骨非物质文化
传承人毛书歌教授；市第五人民医院负责人、洛阳正骨医院
专家团队及市五院部分职工参加揭牌仪式。

洛阳正骨医院起源于清朝嘉庆年间，是一所集医疗、教
学、科研、产业于一体的三级甲等公立专科医院，因其医术
精湛、疗效显著，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平乐正骨”、“白马
寺正骨”。市五院与洛阳正骨医院成立医联体，双方将建立
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临床诊疗、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
科研等方面，开展更为深入的交流合作。市五院借助洛阳正
骨医院的管理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着力加强骨伤科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提高骨伤科专科服务水平，
极力打造市五院骨科、疼痛科服务品牌。同时为更好地弘扬
和传承中医文化精神，市五院又聘请全国第六批名老中医、
郭氏正骨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毛书歌教授对医院骨科、疼痛科
进行业务指导与帮扶。

参加仪式的领导共同为医疗联合体揭牌，随后，全国第
六批名老中医、郭氏正骨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毛书歌教授及骨
科专家团队，在市五院开展专家查房、义诊活动，受到了患
者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

市五院与洛阳正骨医院

建立医疗联合体

本报讯（刘志国）为进一步促进医
院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近年来，宁陵县
卫健委多措并举，强化“平安医院”建
设工作。

以“医疗服务管理提升年”活动为
抓手，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强化

“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引导医
务人员尊重患者、理解患者，主动为患
者着想。县乡医疗机构积极开展“医疗
服务管理提升年”活动，改善服务态

度，优化就医流程，落实医疗安全措
施，加强“三基三严”岗位练兵。要求
各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中，从职工到科
室，从职能科室到医院，坚持对照医疗
卫生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进行自查自
纠，查找医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断创新服务流
程，优化诊疗环境，开展延伸服务，加
强医患沟通，为患者提供及时、方便和
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按
照“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理在小”
的原则，把预防医疗纠纷发生作为治本
之策，建立医疗纠纷处置小组，完善预
防、排查、调解医疗纠纷工作机制，建
立健全医患沟通制度，及时解决医患纠
纷和矛盾，患者举报投诉渠道畅通，投
诉处理程序完善、规范，投诉处理妥
善、及时。

完善医院安全防范体系。完善医院

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机制和基础设施建
设，定期开展应急处置演练和督导检
查，提高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和治安防
范意识，每年定期组成专项工作督导检
查组，对全县卫生系统所属各医疗卫生
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隐患
排查和整改情况，安全管理上存在的问
题和薄弱环节，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有效保障患者和医院
的安全。

宁陵县卫健委

多举措加强平安医院建设工作

触电如何急救处理
1.迅速断绝电源，野外无法找到电闸时，可用干燥绝缘棒、竹竿挑

开电线；2.迅速检查触电者的呼吸、心跳情况，就地抢救，及时进行人
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摩；3.立即请医生抢救，或在不中断抢救的前提

下，送医院急救。

健康教育在创建卫生城市中的作用
1.进行社会动员，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形成创建卫生城市氛围；
2.传播健康知识，提高市民健康素质；
3.改变个体和群体不健康、不文明的行为，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问：长期定量献血对骨髓象有影响吗？
答：骨髓象的变化直接影响血液的质量和献血者的身体健康。作为

献血者，长期、定量献血后，对其骨髓象影响如何，这是广大医务工作
者和献血员共同关心的问题。为追根求源，在1989年12月至1990年11
月之间，有关专家调查了 107例在 1～25年间的献血员。其中男性 55
人，女性52人；汉族96人，回族11人；职业分别为工人7人，农民90
人，市民10人。献血间隔3个月，献血量300毫升（少数400毫升），常
规制髓片，瑞氏染色后分类500个细胞，求其平均值、标准差，然后与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提供的骨髓象参考值作比较，发现除红细
胞系统外，其余无显著性差异。就是说骨髓中除红细胞系统代偿性增生
外均未影响其他造血系统。这说明长期定量献血对骨髓象无影响。

（市中心血站供稿）

“两城”联创在行动·曝光台

（本栏照片由市创卫办提供）

公厕卫生脏乱差 污水直排至道路

门店卫生环境脏乱差满地垃圾堆积

地 点：光彩市场南门周庄
责任单位：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社会事务局

地 点：迎宾大道新医专东门
丁庄
责任单位：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社会事务局

地 点：光彩市场南门周庄
责任单位：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社会事务局

地 点：光彩市场南门周庄
责任单位：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社会事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