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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影响贫困
群众脱贫的主要原因。市中医院在我市
实施“助力健康扶贫，送医下乡”的工作
中，依托市卫计委和市红十字会精准扶
贫工作的政策要求，通过与鲁山县中医
院对口帮扶，发挥中医特色，建立优势专
科，将健康服务送进千家万户，打出了

“一站式基层医疗服务”的组合拳，助力
鲁山县健康扶贫工作，满足了基层患者
对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需求，为我市医
疗卫生扶贫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发挥优势
打造特色医疗服务

鲁山县中医院是一所集中西医医
疗、中医教学、预防、中医保健及中医康
复理疗为一体的二级中医医院，医院正
积极申请创建国家“二级甲等中医医
院”。作为我市唯一一所国家“三级甲等
中医医院”，市中医院将医院建设、管理
工作中的先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兄
弟医院。市中医院选派脑病科专家曹洪
涛挂职鲁山县中医院业务副院长，通过

具体的工作指导，助力鲁山县中医院充分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队伍建设、临床
科室建设、重点专科建设、中药药事管理、
中医护理、文化建设、“治未病”服务、医疗
质量等工作，为广大基层百姓打造了一所
服务优质、管理先进、质量优良的县级中医
院，积极为“二级甲等中医院”的评审作准
备。

扶贫要精准，就要因地制宜，实施针对
性帮扶。鲁山县中医院康复理疗科是“河
南省中医特色重点专科”，为了打造强势专
科，曹洪涛在市中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积极推动鲁山县中医院康复理疗科工作进
一步升级：主抓医疗核心制度“十八条”，针
对科室核心制度落实不彻底和比较落后的
设备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注重提高科室
医师临床思维能力和设备的升级改造，进
一步满足基层患者对医疗服务水平的需
求。

自 2017 年 9 月挂职工作以来，曹洪涛
坚持每周坐诊 2 次，每半月业务查房、讲
课、疑难病例讨论各1次，帮助县中医院医
师提高其诊疗水平，扩展其临床思维思路，

紧跟国内外最新的指南，最大程度消除临
床上对某些疾病的诊疗误区。通过由点到
面、由临床到管理工作的持续开展，着实提
升了鲁山县基层医疗服务工作能力，切实
解决一部分当地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
题。

精准服务
健康扶贫进万家

健康扶贫工作要获得成效，既要守好
院内阵地，更要深入千家万户。在鲁山县
卫计委关于“千医帮万户，五送保康健”的
号召下，曹洪涛所在的扶贫工作小组积极
组织院内医疗专家，用时 2 个多月，深入
到团城乡、梁洼镇、背孜乡、露峰社区等地
的贫困户家中，进行“1 对 1”的健康扶贫
活动，倾听贫困户的心声和诉求，发放健
康扶贫药箱，帮助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

在团城乡辣菜沟村，70多岁的连大爷
对曹洪涛带领的扶贫工作组感恩不已。老
人的儿女常年在外打工，家中只有连大爷
老两口。两年前，连大爷患脑梗死，右侧肢

体活动不便，言语不利。数日前，老人出现
血压不稳定、头晕、乏力情况，由于就医不
便，一直拖病在家。为了帮助老两口，曹洪
涛为连大爷测量血压和血糖后，为他指导用
药，制定了长期的用药方案，并且登记了老
人需要康复医疗器械信息，讲解了可以先住
院后付费等国家的扶贫政策。

在鲁山县中医院李洪文院长大力支持
下，市中医院医疗扶贫小组的工作人员分几
次坐车深入到基层各个村庄。他们自备干
粮，深入到贫困户家中，拉家常似的与村民
沟通、交流，测量血压和血糖，讲解常见病和
多发病的健康知识和注意事项，了解基层群
众患病情况。

通过积极帮助和沟通，扶贫小组为贫困
群众申请了轮椅、康复医疗器械等日常必备
医疗物资；发放了健康扶贫药箱，配备了体
温计、感冒药、创可贴、消毒液、医用棉签等，
深受广大贫困户的好评和赞扬。对于基层
群众的慢性病和疑难病，工作人员进行了备
注登记，如实上传医院和相关卫生部门，真
正为基层百姓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本报记者 牛瑛瑛）

——市中医院健康扶贫工作纪实

发挥中医特色 助力健康扶贫

受胆管结石困扰数月的朱大爷今年
已80多岁，因病常常痛苦不堪。今年农
历新年，老人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普外科一区顺利接受了微创双镜联合

（腹腔镜+胆道镜）下胆管结石治疗。精
细、创新的术式让高龄老人最终获益。
老人不但摆脱了病痛折磨，术中的胆管
一期缝合技术还改变了传统手术后需要
携带 T 型管（引流胆汁）的不便，让老人
快速得到康复。

为朱大爷这样高龄患者进行手术，
在总医院普外科早已是“家常便饭”。自
上世纪末开展微创外科手术以来，科室先
后创新开展技术30余项，技术成果惠及3
万余鹰城及周边地区百姓。2006年，总医
院普外科获评全市医疗临床重点专科，此
后，该项荣誉再没有“花落他家”。本世纪
初，我市医学会成立微创外科专业委员
会，由总医院普外科腔镜专家阮翊担任主
任委员，总医院成为我市微创外科专业委
员会主委单位。由普外科一区王勇，普外
科三区赵良柱、陈宁等一批优秀的外科权
威专家持续领航学术建设，为我市普外科
技术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综合化外科治疗
让胃肠肿瘤无处遁形

65 岁的任老先生是一位直肠癌患
者。为了治病，老人辗转省内多家医院，

对比了省内多家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
后，老人最终选择了总医院普外科。

今年 1 月，老人接受了腹腔镜下直
肠癌根治术。随后，按照科室对于胃肠
肿瘤综合化治疗方案，老人进行了两次
腹腔热灌注化疗。这种被称为结直肠
癌、胃癌覆膜转移的“克星”的技术提升
了手术预后，有效避免了结直肠癌极易
浸润浆膜，形成腹腔种植转移，并引起恶
性腹水的情况。

“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是治疗进展
期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好方法。”王勇介
绍，过去，尽管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在根
治性手术后会进行全身性化疗，但由于
存在“腹膜—血浆屏障”，术后全身化疗
时进入腹腔内的化疗药甚少，对腹腔内
游离癌细胞作用有限，仍然会引发癌细
胞腹腔内播散。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则
直接将药物作用于病灶，利用热效应“杀
死”癌细胞，更精准、更直接、更安全。可

以说，目前已经成为腹腔癌症、膀胱癌和
部分妇科癌症的治疗“金标准”。

多年来，随着总医院普外科与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进修、协作、交流关系的进
一步推进，医院采用的综合化外科治疗
技术已经步入国内权威普外科诊疗技术
领域。科室不断加强规范化专科建设，
精确专业细化，加强学科合作联系，打造
了微创腔镜、双（三）镜联合手术、传统手
术为根本，腹腔热灌注化疗为标准，人性
化优质服务为依托的综合化诊疗模式，
帮助百姓“斩病除魔”，为健康护航。

优势学科诊疗
用实力为百姓健康护航

伴随着医院的建设与发展，总医院
普外科根植于学术沃土，成长为规模化
优势专科。目前，由普外科一区、普外科
三区（普外科二区主攻小儿外科方向）组

成的学科团队拥有医生18人，其中高级
职称 8位、中级职称 8位，硕士研究生学
历9位；护理人员31人，本科学历占比达
到95%以上。

科室注重学术建设，开展科研项目
数十项，其中获奖荣誉达到20多项。护
理团队在省市范围内技术比武中频传佳
绩，其中，普外科一区护士岳丽君曾获河
南省技术比武大赛一等奖；普外科一区
护士长余艳平为全市首位造口护理师。

优秀的学科团队、综合化诊疗技术、
强势的学术建设，总医院普外科的学科
实力成为市民健康的有力护航武器。

62 岁的廖女士两年前曾因反复腹
痛在我市某医院接受了胆囊结石合并胆
囊炎治疗。术后，她的症状并未改善，出
现腹痛反复发作情况。在朋友的推荐
下，廖女士找到了总医院普外科。在普
外科三区住院后，科室团队详细分析了
患者病情病史，并结合其影像资料，最终

明确了患者病因——胰头占位。明确病
因的第二天，廖女士接受了胰腺肿瘤根
治手术。术中，曾经的手术并发症——
腹腔脏器粘连让手术变得棘手不已。由
赵良柱、陈宁带领的手术团队迎难而上，
凭借成熟的技术实力为患者护航。最
终，廖女士手术取得成功，这位被腹痛折
磨两年的患者最终收获了健康。

总医院普外科在复杂的腹腔疾病诊
疗方面，大力扭转了普通科室中诊断单
一、易漏诊误诊的局面，依托于医院高精
尖的医学影像、超声影像实力，科室内成
熟的疾病诊断思路，以及对疾病的分析、
认识水平，前沿的学术观念意识，建立起
了系统性的诊疗模式和临床路径。

扩展专业领域
全方位技术保障群众健康

拥有成熟的技术，优质的学科团队，

总医院普外科站在了腾飞发展的新起点。
在甲状腺疾病的外科治疗中，普外

科依托于技术高起点，形成了一种共识
——手术不仅要做得漂亮，还要注重患
者的预后生活质量。他们精于解剖，重
视组织结构和功能保护。他们引进射
频消融设备，主攻甲状腺结节、乳头状
微小癌等。对于甲状腺手术，他们精细
术中操作，注重喉上、喉返神经、甲状旁
腺的保护，为无数患者创造了术后高质
量健康条件。

对于血管外科技术，科室不断攻克技
术壁垒，完成了动脉闭塞人工血管旁路搭
桥手术、主动脉夹层及腹主动脉瘤等动脉
大血管及外周血管微创介入腔内治疗，颈
动脉狭窄内膜剥脱术、急性动脉血栓取栓
术等治疗。

陈宁还致力于胃肠消化道营养支持
治疗的研究，他南下南京军区总医院进
修，成为我市唯一一位消化道营养支持
治疗的专家，为饱受胃肠肿瘤折磨的重
病患者提供了能量摄入、消耗的评估办
法，通过实验室科学计算、制定方案，为
一众患者找到了营养支持的医学治疗办
法。

目前，科室已经开展了全方位的普外
科手术项目，拥有着综合化实力的总医院
普外科走在了省内医疗“第一军团”的行
列。

（本报记者 牛瑛瑛）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打造强势普外科 用实力为百姓护航

本报讯（记者牛瑛瑛）“医
生，我怀上孩子已经有一个多
月了，我终于可以做妈妈了。”2
月 23 日，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
育诊治中心的医生孟宝丽刚到
诊室，就接到了来自郏县的患者
陈女士的报喜电话，陈女士在电
话里不断强调，等再过一段时间
胎儿稳定了，一定和丈夫一起再
来医院好好感谢孟大夫。

据 了 解 ，陈 女 士 今 年 28
岁，结婚已经有5年多了，婚后
就开始上环，前年年底他们考
虑想要个孩子，于是陈女士到
医院取环。然而取环一年后陈
女士一直未孕，每当看到同龄
朋友一家三口的快乐情景，他
们夫妻俩就无比痛苦。特别是
陈女士，经常会胡思乱想：“难
道真的是我不幸患上了不孕
症，才导致整个家庭没有了生
气？”

今年 1 月份，陈女士一个
人来到了市计生科研所，接待
她的是孟宝丽医生，孟宝丽温
和的态度打消了陈女士的紧
张心情，经过子宫输卵管造影
检查，发现陈女士子宫未见明
显异常，左侧输卵管通而不
畅，右侧间质部阻塞。

根据陈女士的实际情况，
孟宝丽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方

案，经过手术，陈女士的输卵管恢
复了畅通。 随后又通过药物辅
助治疗，上个月陈女士开始出现
妊娠初期的现象，在进行尿检后，
诊断为怀孕了，为此，陈女士一家
人都很开心，已经做好了迎接宝
宝到来的准备。

据了解，由于输卵管出现异
常情况导致妇女不能生育的称为
输卵管性不孕。“输卵管阻塞是造
成女性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受
孕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它要求精
卵结合形成受精卵，最后着床于
宫腔。除了要有正常的精子、卵
子和适当的子宫内环境外，使精
子、卵子能够相遇并顺利运送到
宫腔也是受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
环节，这个任务是由输卵管来完
成的。”孟宝丽说，输卵管不通，多
由输卵管发生炎症所致。在急性
炎症期，管壁红肿增厚，未能及时
有效治疗，管腔内积有渗出液或
脓液，形成输卵管积水或积脓。
如治疗失当，则成慢性炎症，黏膜
粘连，从而导致输卵管阻塞，精子
不 能 通 过 与 卵 子 相 遇 造 成 不
孕。“患了输卵管阻塞性不孕，
一定要耐心配合医生治疗。同时
提醒患不孕症的朋友在治疗前务
必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确定病
因，这样才能对症治疗，少走弯
路。”孟宝丽强调说。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
诊治中心大夫施妙手

输卵管畅通
圆了她的母亲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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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这个春节长
假期间，市妇幼保健院共接诊门诊病人
3480人次，接收入院病人306人次，出院
301人次，7天迎来133个宝宝。

春节是阖家欢聚的日子，当你与家
人吃团圆饭的时候，广大医务工作者正
在为病人的健康坚守在岗位上。

7天出生133个宝宝
今年春节期间孕产妇明显增多，该

院两个院区的 6 个产科病区床位爆满。
“今年春节很忙，我们科室最多时一天连
续做7台手术。”该院产特病区副主任杨
红亚和西院区产二科主任刘展都这样
说。在该院产一科病区，记者看到病区
楼道里都加满了床位，医护人员都是一
路小跑为患者服务。

“是啊，多亏医生她们及时救助，让
我们有了一个健康宝宝！”产妇刘女士感
激地说。大年初二，已过预产期 4 天的
刘女士，感觉胎动没有了，急忙来到该院
产一科就诊，经检查，胎心监护异常，脐
绕颈多圈，医生建议剖宫产手术。为保

胎儿平安，医院为刘女士开通了绿色通道，
在她没有办理住院手续的情况下，迅速为
她做好了一切术前准备，推入了手术室，成
功实施了剖宫产手术，娩出一健康男婴。

长假期间，该院两个院区的产科、产
房、手术室的科主任、护士长和值班人员都
在加班工作。从大年三十到初六，共有
133个宝宝平安出生。“天天忙得头晕！”采
访时，该院西院区产一科主任孙克佳笑着
说。

坚守岗位服务患者
“大夫，快看看我的孩子，他呼吸时总

是吭吭吭的，很难受的样子。”初六下午，鲁
山县的王先生抱着刚出生 5 个小时的儿
子，慌里慌张来到该院新生儿科，着急地对
大夫说。

王先生的妻子张女士，在当地医院生
产完后，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并伴有呻吟，情
况十分严重，当地医生建议转上级医院治
疗。患儿家属慕名带孩子来到市妇幼保健
院新生儿科就诊，接诊医生迅速检查患儿，
并安排辅助检查，发现孩子双肺白肺并代

偿性肺气肿，很快明确诊断为重症肺炎。
根据患儿病情，立即给予CPAP呼吸支持、
抗感染、对症支持等救治措施。两天后，孩
子病情明显好转。

该院新生儿科作为河南省新生儿重症
救护网络分中心，整个假期，该院本部和西
院区的两个新生儿重症病区共收治重症患
儿60余人。此外，该院普通儿科病区收治
患儿70余人。主任护士长都坚守岗位，确
保了患儿的安全。

妇科主任宁键长假 7 天，几乎每天都
有手术，成功抢救宫外孕大出血3000毫升
病人、肠系膜先天裂隙肠疝扭转肠梗阻、右
卵巢囊肿等急诊妇科病人 3 名，仅大年初
六当天她坐专家门诊，就接诊门诊病人
100 余名；内科在科主任辛藏玲带领下成
功抢救多脏器功能衰竭、心脏病、糖尿病酮
症酸中毒等急危重症病人 5 人；由于做产
后康复的产妇多，产后康复中心人员放弃
休息，每天坚持到病房为产妇做康复治疗
共321人次，受到产妇称赞；超声科年三十
到初六共接诊病人 814 人，最多时一天接
诊 194 人；市辅助生殖中心、外科、小儿康

复科、儿保科、检验科、放射科等科室负责人
带领医务人员，坚守岗位，认真接待每位病
人。

用心做好保障工作
为确保长假期间服务好病人，院长李宏

叶、院党委书记岳小妹带领班子成员，提前
召开全院中层干部会议，部署全院长假期间
的工作和医疗安全工作；院办公室准备好水
果、饺子、汤圆等慰问节日值班人员；机关后
勤人员抓紧调试好病房中的彩电，保证病人
能看到春节晚会。全院张灯结彩，产五科等
科室也在护士站挂上了红灯笼，整个病区楼
道内扯满了红红的拉花，充满了浓浓的节日
气氛。各科值班人员与住院病人一起煮饺
子、看春晚、过除夕，迎接新一年的到来；长假
期间，院班子成员以身作则，轮流在岗领班；
机关后勤等科室都在围着临床转。大年初
二，医院的中心服务器出现故障，信息科科长
段旻嘉放弃休息，带领科室值班人员，从早上
5点就开始加班维修，临近中午时分，服务器
终于正常运行。大年三十到初二，后勤科、基
建科协作加班加点抢修污水处理站，防止污
水泄漏，基建科电工班假日期间轮流值班，确
保全院安全用电……

由于全院共同努力，春节长假期间，该
院两个院区共接诊门诊病人 3480 人次，接
收入院病人306人次，出院301人次，为确保
鹰城群众欢度佳节，送上了一份真情实意的
祝福。（牛瑛瑛 王春英 苗四海 李明喆）

市妇幼保健院：7天迎来133个宝宝

本报讯（记者牛瑛瑛）“喂，
120吗？这儿有一位71岁的老人
突然昏倒了，你们快来呀！”2 月
22日晚，舞钢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的电话传来了对方急促的呼救
声。“请先让病人平躺，解开他的
衣领扣，我们马上到。”这是该院
成立胸痛中心后抢救的急诊病人
之一。

病人被送到急诊科胸痛急救
室后已呼之不应，伴意识丧失，血
压下降，并出现抽搐、室颤、呼吸
停止等症状。急救医护人员立即
给予“电除颤”和心肺复苏抢救治
疗，急查心电图显示急性下壁ST
段抬高、心肌缺血型改变，是典型
的急性心肌梗死症状。医院紧急
启动胸痛急救多学科绿色通道，
胸痛专科医生紧急到位。经过一
场争分夺秒的抢救，病人呼吸顺
畅，恢复了意识，随后被送到介入
手术室。

此时，舞钢市人民医院院长
杨星奎作为胸痛急救的总指挥，
并没有感到放松，指示有关人员
与上级医院联系，进行进一步会

诊。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心
血管专家的建议下，准备为病人行急
诊冠脉介入手术。

医院介入手术室主任王健亲自
部署介入手术前的各项准备。经冠
脉造影显示该病人LAD中段弥漫性
狭窄病变，达 80%-90%，RCA 自开
口近段 100%闭塞，死亡率极高。在
家属的信任下，一场多学科、多部门
紧急联合救治行动开始了，对该病人
闭塞的血管 RCA 植入了一枚支架，
顺利开通了闭塞血管，血流过去了，
病人的胸痛也立即缓解了，急诊手术
圆满成功。

据了解，介入治疗是近年迅速
发展起来的一门融合影像诊断和临
床治疗于一体的新兴学科。近年
来，心血管疾病越来越严重地威胁
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为提高县
级综合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舞钢
市人民医院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成
立了胸痛中心，创建了胸痛急救绿
色通道和多学科、多部门联动救治
机制。胸痛中心成立以来已实施近
200 例冠脉支架手术，危急病人均得
到了及时有效救治。

加强重点学科建设 更好服务广大患者

舞钢市人民医院
成立胸痛中心

为深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市卫生计生监督局于 2
月22日上午组织志愿者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种下了80多
棵树苗。图为植树现场。 路易峰 摄

绿色鹰城 你我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