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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金牌科室 守护百姓健康

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研所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研所

不孕不育健康大讲堂

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和特
需产科病区，医护人员忙碌有序。该科
室诊治综合实力处于领先水平，对产
科常见疾病、疑难疾病有独到造诣，特
别是对前置胎盘、胎盘早剥、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妊娠合并糖尿病、高血压、产
后出血等疾病拥有丰富的诊疗经验。
科室发扬“敢为人先、甘于奉献”的精
神，倾力打造优质专科品牌。

一流技术为母婴健康护航

妇产科是医疗风险最高的科室，患
者出现急、难、险、危、重的情况较多，病

情瞬息万变，随时会有险情。有人形容
产科的职业风险犹如空中走钢丝，这对
产科医生的医术和责任心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前不久，产房中惊心动魄的一幕考
验了这支高水平医护团队的综合实
力。来自我市卫东区的一位高龄二胎
产妇在分娩前引起了科室主任李桂菊
的注意——羊水破膜后脐带脱垂！这
种极易引起脐带受压致血供障碍，发生
胎儿窘迫甚至危及胎儿生命的情况需
要医护人员在数分钟内帮助产妇娩出
胎儿。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李桂菊立

即安排医护人员进行急救准备，由于产妇
宫口尚未打开，短期内不能娩出胎儿，情
况危急。“打破常规，剖宫产！”在李桂菊的
协调安排下，麻醉科医护人员快速赶往产
房，经由现场医护人员的齐心努力，顺利
帮产妇产出胎儿，最终母婴平安。

在该科，这样危情急救的场面经常
出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
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胎膜早破、产后
出血、子痫抽搐、前置胎盘、疤痕子宫胎
盘植入等疑难危重产妇在该科总能得
到救治。据统计，科室每年收治孕产妇
2000余人次，抢救危重患者数百例。科
室一流技术和多学科救治平台为无数
母婴健康保驾护航。

贴心服务赢得好口碑

“生孩子，到一院”已经成为我市众
多孕产妇的共识。除了技术精湛外，大
家更看重的是该科在服务上的精益求
精。为了更好地为孕产妇服务，科室还
举办了孕妇学校，通过健康宣教帮助孕
产妇了解围产期保健知识，从源头把握
孕期健康。

强有力的人才队伍为科室的发展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科室现有临
床医师 10 人，其中副主任医师 2 人、主
治医师 7 人；护理人员 34 人，其中正高

级职称1人、主管护师7人。在李桂菊
的带领下，科室重视人才培养，引进妇
产专科研究生 5 人，科室医生专业技能
突出，获得市级科技拔尖人才1人，青年
科技专家1人，市级优秀管理者1人，市
一线技术英杰1人。由科室护士长姚丽
领衔的护理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
得全国护理专利 2 项，多次获得医院优
质护理示范病区、医院护理品管圈大赛
奖项、市卫计委微党课竞赛奖项。姚
丽、彭芳还获得了人社部颁发的母乳喂
养咨询师证书。今年 8 月，科室医生杜
春芳作为医院妇产专科优秀代表加入
医院援助埃塞俄比亚对外医疗服务队。

多年来，在李桂菊、姚丽的带领下，
该科坚持将医疗技术和护理服务“两手
抓”。今年，科室派出多位医护人员前
往上级医院进修学习妇产专科。科室
医护团队团结协作，深化“以病人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全面履行护理职责，关
注患者身心健康，做好专业照顾，为患
者 提 供 全 程 、全 面 、专 业 、优 质 的 服
务。 （本报记者 牛瑛瑛）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和特需产科

打造优质产科品牌 护航鹰城母婴健康
本报讯（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王春英 苗四海）市妇幼

保健院西院区为给病人提供优质服务，建立了“市妇幼西
院区孕婴宝妈群”，通过微信与病人交流，把服务带入“微”
时代。群中有西院区妇产科专家、妇产科及产房护士长、
儿科专家等，随时为病人答疑解惑。

多年来，该院秉承“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全心全意服务
病人，赢得了病人的信赖，前来就诊、住院的病人量逐年攀升。

服务病人步入“微”时代

“‘市妇幼西院区孕婴宝妈群’这个微信群真不错，我
身体不舒服时，就会通过微信问医生，很方便。”9月 7日，
在市妇幼保健院西院区复诊的一位孕妇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该微信群气氛很活跃，不断有孕产妇、病人
与医生互动。一位名叫“玫瑰花”的微友问：“孩子出生 18
天，脐带还没掉，怎么办？”妇产一科护士长牛瑞潘回答：

“用手提白线，轻轻抖掉，再消毒三四天就行了。”
该微信群成立至今，赢得孕产妇和病人的一致好评。

现在该群已有 121 人，还有源源不断的孕产妇及病人加
入。记者了解到，该院本部的妇科腔镜中心、内科等科室，
也专门建立了医患微信群，只要患者提出问题，如伤口怎
么护理、药怎么吃等，都会有人专门解答。

真诚服务孕产妇及病人

“病人的事无小事，我们会用行动让孕产妇及病人感
受到温暖。”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特需病区护士长徐燕告诉
记者。

8月18日上午，产科特需病区的值班护士王亚平在检
查室捡到一个钱包，立即汇报给徐燕。徐燕打开钱包一
看，内有银行卡、社保卡和少量现金。她在整个病区到处
询问，但没一个人知道是谁丢的钱包。随后，徐燕在钱包
内发现一张快递单，上面留有电话。徐燕按快递单上留的
电话拨打过去，却无人接听。徐燕再次检查了失主的钱
包，最终在钱包的一个夹层里发现一张就诊卡，通过就诊
卡上的信息，终于找到了失主陈女士。

今年 4月，一名怀孕 8个多月的贵州孕妇丽丽（化名）
和丈夫带着4岁的儿子坐火车外出打工。凌晨两点途经平
顶山站时，丽丽突然肚子疼要生产，于是急忙下火车，来到
该院产科特需病区。值班护士楚莹见他们在鹰城人生地
不熟，便立即向领导请示，随后为孕妇开通了绿色通道：在没有交费的情况下，
给孕妇做心电图等产前检查，在值班医生张丹丹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丽丽顺利
产下一名女婴。孕妇全家人都被该科热情真诚的服务所打动。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前段时间，我们病区的医生张冰冰陪一名宫外孕急腹
症患者做检查，像亲人一样跑前跑后；护士常朦朦不怕脏不怕累帮病人清理呕
吐物……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没什么值得报道的。”徐燕笑着对记
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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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
称总医院）儿科组建于医院成立之初，
现有医护团队 52 人，其中主任医师 2
人，副主任医师 4 人，主治医师 8 人，住
院医师4人；主管护师7人，护士及其他
护理人员30人。强有力的医护团队、合
理化的人才梯队为科室的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人才保障。

近年来，该科在李善秀主任带领下
取得了长足进步：平均年门诊量万余人
次；普通儿科病区、新生儿病区和新生儿
重症监护病区住院年收容量达到3500余
人次。该科在典型儿科重症、综合药物
治疗、多学科联合救治等方面优势突
出。其实力雄厚的专科技术以及优质的
儿科护理服务，撑起鹰城广大患儿生命
健康的“保护伞”。

专业技术让重症患儿重获新生

对重症患儿来说，儿童重症病区就
是他们重获新生的地方。每年经过该
科抢救的患儿达到近千例。此外，该科

还承担了我市民政部门孤残儿童定点
救治的任务，通过儿科绿色通道，保证
了急危重症患儿的有效治疗，为我市社
会福利机构分担了重要医疗服务责任。

在新生儿的救治中，该科在我市较
早开展了PS（肺表面活性物质）应用、无
创通气、有创通气等治疗新生儿呼吸窘
迫症，其高治愈率得到了患儿家长的一
致好评；此外，该科在新生儿胃肠疾病、
胃肠畸形、肛门闭锁等疾病的治疗中，
依托并配合医院小儿外科做好围手术
期管理，为众多患儿送去了康复福利；
对于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化脓性脑膜
炎等疾病的诊疗达到省级水平；科室还
在早产儿急救、监护、诊疗方面创下救
治奇迹，曾经救治的最小早产儿仅有27
周、重850克。

高水平的救治团队、专业的重症患
儿救治技术让总医院儿科的综合诊疗
水平达到省内先进水平。技术护航、众
志成城，该科的综合救治能力得到了上
级部门的高度赞扬。

爱心让患儿感受到亲人般温暖

7 月 13 日，鲁山县因煤气爆炸重度
烧伤的一家三口被送到总医院救治时，
儿科医护团队第一时间参与了两名重
度烧伤儿童的会诊工作，以专业的儿童
诊疗护理技术为重症患儿送去科学、规
范的治疗；7 月 28 日，卫东区 39 岁高龄
产妇出现右基底节区大量脑出血，生命
垂危，多科室联合救治，儿科在早产患
儿被剖出的同时快速启动“生死救援”，
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安全……

护士长郭文会说，一次次参与早产
儿、新生儿以及儿童疾病的救治，感受
最深的是，身为儿科医护人员肩负的责
任却不是“小儿科”。在儿科的护理工
作中，需要护理人员的全身心付出。总
医 院 儿 科 开 展 的 深 静 脉 置 管 、儿 童
PICC等护理技术成为众多家长选择高
技术科室的首选。

这里的医护团队把每一个孩子当
作自己的孩子来照顾，以无尽的爱心为

他们营造一个爱的港湾。

高端设备为患儿保驾护航

以更优质的服务、更高超的技术，
向着新的高峰不断攀登，这是李善秀带
领下的总医院儿科医护团队的共同目
标。为此，全科室上下团结一致，在改
善医疗服务、提高医疗质量上狠下功
夫。他们不断加强专业理论学习，及时
了解国内外本专业发展趋势，安排专业
技术骨干到其他专科医院进修，提高全
科室人员的专业水平。

总医院对儿科的发展非常重视，为
儿科配备了各种高端设备，如无创、有
创呼吸机，高频呼吸机，新生儿培养箱，
高端多功能培养箱，微量血糖仪，经皮
胆红素检测仪等。

下一步，该科将引进新生儿脑功能
检测仪、儿童气管镜，为综合实力的提
升提供扎实的硬件保证，让鹰城患儿足
不出市就能享受到省级水平的诊疗服
务。 （本报记者 牛瑛瑛）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儿科小记

打造健康摇篮 护航患儿成长

本报讯（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路
易峰）为提高卫生计生监督执法人
员的法律素养和执法能力，全面推
进卫生计生行政执法队伍建设，9 月
7 日下午，市卫生计生监督局举行了
法律法规培训会，特邀法制专家授
课。

此次培训，法制专家运用其扎实
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以题
释法”，教授监督执法人员如何提高法
治思维，规范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
为，对法律基本概念、行政处罚类别和
程序、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等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讲解。

本次培训活动，使得执法人员的
主体意识、程序意识和执法责任意识
得到强化，依法监督的法律素养得到
提升。

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全面
推进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李
梓溪）近日，61岁的李某因“反复肛内
肿物脱出10年，加重伴肛门下坠7天”
到宝丰县人民医院肛肠科要求手术治
疗。手术时，医生发现李某已患上了
早期直肠癌。

患者入院后，该院肛肠科主任马
忠杰带领专家团队做术前讨论时发
现，患者住院期间有一次便血伴少量
黏条。马忠杰从事肛肠诊疗工作多
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便血伴
少量黏条”非常重视。他立刻通知暂
停手术行直肠指检，并建议患者做电
子肠镜检查排除肠道肿瘤。检查结果
诊断为早期直肠癌，患者及时做了直

肠癌根治术，阻止了癌细胞的扩散，术
后恢复良好。

痔疮是一种常见病，便血、排便困
难等是痔疮的典型症状。痔疮虽然令
人生厌，但不至于致命，因此很多朋友
也就放任之。有同样症状的还有另外
一种足以致命的疾病——直肠癌。有
报道指出，大约有九成直肠癌在发病
初期被误诊为“痔疮”，以直肠癌为主
的肠道肿瘤目前已高居世界癌症发病
率的第三位。

马忠杰建议，如果出现大便出血，
分不清到底是痔疮还是肠道肿瘤，应
及时到医院做直肠指检或肠镜检查，
尽早确诊，以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宝丰县人民医院医生提醒：

痔疮勿小视 警惕直肠癌

便民简易门诊受欢迎

为方便患者，市第一人民医院近日在门诊大厅设立便民简易门诊。简易门诊是该院针对需要长期口服药物的患者、病
情稳定的患者及需要单纯开药的人群而专门开设的，由固定的专业医师为患者提供健康咨询等服务。

赵毅 摄

本报讯（记者牛瑛瑛）35 岁的李
女士婚后一直不孕，近日检查才发现，
导致其不孕的祸根竟然是输卵管性不
孕。输卵管性不孕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呢？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
医生刘伟娜对此进行了解读。

刘伟娜说，输卵管性不孕多是输
卵管阻塞、输卵管积液、输卵管炎症引
起的。

输卵管阻塞，约占输卵管性不孕
的20%。输卵管堵塞一般可分为原发
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发性即先天性
的，是非常少见的；继发性为后天因素
造成的，主要是由于输卵管炎症引发
的。输卵管堵塞造成的不孕一般没有
什么特别的症状。此病在早期，患者
偶尔会有盆腔炎、附件炎的症状，有的
患者有阑尾炎、肠炎病史，有的患者不
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往往是结婚后
不孕，做输卵管造影时才发现输卵管
阻塞。大多数情况下患者到医院检查
的时候输卵管的炎症已经发展到慢性
感染状态，表现为慢性间质性输卵管
炎。此时的输卵管壁已经被淋巴细胞
浸润，时间长了会使组织发生纤维化，
输卵管增粗、蜷曲、管腔闭锁。

输卵管积液，约占输卵管性
不孕的 26%。输卵管积液为慢性
输卵管炎症中较为常见的类型，
在输卵管发炎后，或因粘连闭锁，

黏膜细胞的分泌液积存于管腔内，或
因输卵管炎症发生峡部及伞端粘连，
阻塞后形成输卵管积脓，当管腔内的
脓细胞被吸收后，最终成为水样液体，
即表现为输卵管积液。

输卵管炎症，约占输卵管性不孕
的 25%。常见于不全流产、人工流产
和产褥感染中。致病菌为化脓性葡萄
球菌、链球菌等，造成间质性输卵管
炎、峡部结节性输卵管炎、输卵管积水
和输卵管积脓。结核性输卵管炎是一
种较为特殊的输卵管炎，多为肺结核
或腹膜结核继发感染，占输卵管性不
孕的 10%。主要经血行感染，部分经
淋巴系统和直接蔓延感染。结核菌首
先感染肌层或黏膜下层，然后向黏膜
及浆膜层发展，使输卵管稍增大，管壁
增厚，表面可呈现多数粟粒样结节病
变，与周围发生粘连，输卵管内膜受结
核菌感染，黏膜被破坏而形成干酪样
坏死和粘连。如发生继发性感染，管
内容物可变为脓性，还可形成结核性
输卵管周围炎，可与周围器官广泛粘
连，表浅病变继续发展可深入到管壁
组织和黏膜组织，造成不孕。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医生解读：

输卵管性不孕有哪些原因

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路
易峰）为切实加强学校卫生工作，不断
提高学校卫生管理工作水平及学生的
健康水平，叶县卫生监督所联合叶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9月4日起，对全
县中、小学校卫生进行监督检查，截至
目前共抽查了12所中小学校。

据了解，此次监督检查主要对学
校内教学生活环境、传染病防控、生活
饮用水、学校内设医疗机构或保健室
等方面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从检查情况来看，学校卫生管理

工作总体情况良好，学校卫生的各项
工作均有明显的提高。各学校的医疗
保健、传染病防治等管理工作得到了
进一步的加强，学校的传染病、饮用水
安全意识得到提高，学生的学习生活
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检查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如部
分学校未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预案、未按照制度要求做好
传染病疫情信息登记报告
记录等。针对这些存在的
问题，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现

场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限期
整改。

下一步，该所将对本次检查中存
在问题的学校进行重点跟踪督查，以
督促各学校全面落实学校卫生各项工
作措施，加强相关部门的合作与沟通，
建立学校卫生长效监管机制，实现学
校卫生安全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

叶县卫生监督所开展秋季学校卫生监督检查

本报讯（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刘
海军）为方便患者就医、优化服务流
程、节省医院人力，近日，鲁山县人民
医院引进的影像自助打印系统投入
使用。

该系统投入使用后，患者凭登记
打印条码就可直接在自助打印机上
及时获取自己的检查结果，从此告别
了过去人工打印取片出片速度慢、取
片时间久、患者取错片等问题，为患
者就诊带来了便利，节约了诊疗时
间，受到患者的一致好评。影像自助
打印系统投入使用后，X 光片、MRI、
CT等各种检查结果全部实现了自助
打印，患者做完检查后，只需轻轻一
扫条码，胶片报告立等可取。

该院还将利用这个平台建立全
县医疗影像远程会诊中心，逐步实现
电子胶片、云影像等，使鲁山县所属
医院的影像信息系统达到互联互通，
真正方便病人，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鲁山县人民医院
信息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王世
欣）9 月 8 日，湛河区卫计委流动人口
信息化应用培训班在湛河区卫计委四
楼会议室举行，区、乡（街道）两级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负责同志及流动人口信
息员共3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班，特别邀请了市卫计
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专家前来授课，

采取集中讲授与现场操作相结合的
方式，对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操作
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考核细则
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培训，进一步
提高了流动人口信息员的业务水平
及流动人口信息系统操作应用能力，
有效提升了该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水平。

湛河区卫计委
举办流动人口信息化应用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