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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学是以功能障碍恢复为核

心，通过综合手段最终让患者受损的功

能最大限度提升，从而使其回归家庭、

社会的一门学科。平煤神马医疗集团

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康复理疗门

诊（平顶山慈济医院）创建于 2005 年，

经过 10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已发展成为

一个集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相结合的

综合性康复医学科室。特别是近年来，

该门诊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与康复理

疗设备，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开展

了康复治疗、针灸治疗、推拿治疗、物理

治疗和亚健康保健防治，让众多患者远

离病痛。

融合中西医诊疗特色

据总医院康复理疗门诊负责人秦

晓峰介绍，科室融合中西医诊疗特色，

目前设有康复理疗门诊室、颈肩腰腿疼

诊室、治未病诊室、中风诊室、骨科康复

诊室、针灸治疗室、牵引室、推拿治疗室

（成人及小儿）、蜡疗室、短波室、中药蒸

汽浴及亚健康调理室等。科室诊疗范

围广，很多疾病都可治疗，如“治未病”

亚健康调理（高血压、高脂血、高血糖、

月经不调、肥胖、更年期综合征、内分泌

紊乱等）；刺络放血疗法治疗慢性荨麻

疹、全身皮肤瘙痒症，泛发性湿疹和皮

炎，大疱性疾病，复发性疖肿和毛囊炎，

青年痤疮等；穴位埋线治疗肥胖症、癫

痫病、小儿脑瘫、颈椎病、腰椎病、哮喘；

小儿推拿，适应年龄 1 至 12 岁，婴幼儿

最为适宜，适应证：呼吸系统、消化系

统、泌尿系统等其他疾病。科室开展的

特色诊疗，如体外冲击波治疗、牵引疗

法、全自动石蜡疗法、短波疗法、中药蒸

气浴疗法、红光治疗、红外偏振光治疗

等物理治疗，中医特色：针刀疗法、平衡

针疗法、脐针疗法、醒脑开窍疗法等都

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为解决上班族、学生族白天看病难

的问题，缓解白天门诊高峰期就诊压

力，该门诊在我市率先开展午间及夜间

门诊服务（周一至周五早上 8点至晚上

8点），极大方便了患者就诊。

“先康复后鉴定”惠及工
伤患者

据介绍，该门诊是我市首批康复协

议服务机构，也是截至目前全省唯一一

家“先康复后鉴定”试点医院。工伤“先

康复后鉴定”是指工伤职工经治疗病情

相对稳定后，功能障碍较重影响生活自

理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应先进行康复治

疗，然后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在实际工

作中，重工伤补偿、轻工伤康复现象曾

经普遍存在。为了更好地保障工伤职

工的权益，自去年开始，省人社厅决定

在平顶山市实行工伤职工“先康复后鉴

定”试点。我市工伤治疗后需要康复的

职工，目前只能到该门诊提出康复申

请，在门诊医生评定后，根据伤情给出

门诊康复、住院康复或者无需康复的

意见。需要门诊康复或者住院康复

的，医院会做出指引，进行康复治疗；

无需康复的，医院会在申请表上明示，

拿着表格和相应手续即可去申请做工

伤鉴定。

“先康复后鉴定”政策使工伤职工

机能、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身体

和心理更加健康，能更好地重返工作岗

位、回归社会。记者了解到，今年截至

目前，我市已有 200多名工伤职工在该

门诊进行康复治疗。

高水平的医疗团队护佑
康复之路

总医院康复理疗门诊突出中医优

势的发展理念，做强中西医结合诊疗服

务，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康复医疗团队。

在医疗团队中，5名医师全部毕业于医

学院校的中医类专业，4人具有研究生

学历，他们在康复诊疗方面各具优势。

主治医师董文克毕业于福建中医

药大学研究生学院，擅长中医针灸、穴

位放血、穴位埋线、针药结合等方面的

诊疗，在各种疼痛、高血压、高脂血、面

部色斑、湿疹、带状疱疹、肥胖、失眠、

耳鸣耳聋、过敏性鼻炎、习惯性便秘等

方面具有优势。主治医师陈振兴毕业

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的针灸推拿专业，

擅长运用针灸配合手法、磁疗、红光治

疗等诊治各种疼痛、中风后的康复以

及内科杂病的调理。主治医师张真真

毕业于河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

院，她擅长运用针灸、穴位放血、穴位

埋线、穴位注射、拔罐理疗等治疗脑血

管意外后遗症，肥胖，颈肩腰腿疼，带

状疱疹及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急

性软组织损伤、术后胃肠功能紊乱、顽

固性呃逆、尿潴留等常见病、多发病。

主治医师董豪杰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

中医骨伤专业，在针刀治疗、针灸、神

经阻滞治疗等方面颇具优势，擅长精

准以及综合诊治颈椎病、腰椎病、颈椎

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性病变、骨性关

节炎、带状疱疹神经痛、面神经炎等疾

病。医疗按摩医师谷厚赓毕业于河南

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擅长运用

小儿推拿治疗小儿常见病，如小儿斜

颈、感冒、咳嗽、积食、便秘、生长发育

缓慢、夜啼等。

秦晓峰表示，医疗不只是救治成

功，也包括康复治疗。康复治疗可以最

大限度地恢复肌体功能，优化医疗资源

配置，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和

社会的压力。在以后工作中，她将带领

科室医疗团队继续努力，将中医传统康

复与现代康复技术相结合，通过系统化

和个体化的综合康复理念，更好地护佑

患者的康复之路。

（本报记者 魏应钦）

——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康复理疗门诊

特色诊疗技术护佑康复之路

总医院康复理疗门诊医生在为患者进行体外冲击波治疗 丁海涛 摄

4 月 25 日，新华区疾控中心工作人

员在向居民讲解儿童疫苗接种知识。

当天是我国第 36 个“全国儿童预

防接种宣传日”，新华区疾控中心组织

工作人员和辖区各预防接种门诊，以

“及时接种疫苗 保障生命健康”为主

题，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

杜昊 摄

及时接种疫苗 保障生命健康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

成立于 2004 年，是我市综合医院中较

早设立的心血管外科。目前科室年门

诊量约 1000 人次，年收治病人 300 余

人，每年心脏直视手术例数 100余例，介

入手术 100余例，总手术量有 200余例。

市一院新院区启用后，该科已移至

新院区 A 区 6 楼，病房宽敞明亮，功能

设施齐全，手术室设备及条件均得到了

显著提升。

4 月 21 日，记者前往该科采访时，

遇到了前来复查的史先生。科主任赵

东敏为他进行听诊检查时，他轻松地与

医护人员对话交流，与 20 多天前判若

两人。

53 岁的史先生患风湿性心脏病多

年，因突发胸闷、心悸、呼吸困难、全身

水肿被家人紧急送至该科救治。经诊

断，患者出现了严重的心衰、肾衰症状，

病情十分危重。经专家会诊并制定详

细的手术方案，3月 27日，在开胸全麻、

心脏停跳、体外循环下，该科为史先生

实施了综合性的大手术：二尖瓣置换+

主动脉瓣置换+三尖瓣成形+左心耳缝

扎+房颤射频消融术。手术效果立竿见

影，史先生的心跳频率恢复正常，心脏

彩超显示正常。术后经过透析治疗，纠

正肾衰之后，史先生顺利出院。

像史先生这样的大手术，对市一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来说，已是常规手

术。

目前，科室团队成员加强学习培

训，刻苦钻研新技术，在做好常规手术

的同时，大力发展先心病、主动脉夹层

的微创治疗，尽量减少病人痛苦及费用

的同时，使病人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4 月 3 日，患高血压多年的王先生

突发胸背痛，被家人送至市一院急诊科

救治。经检查，王先生被诊断为 B型主

动脉夹层，入住新院区心脏大血管外科

救治。

“主动脉夹层是一种极为凶险的心

脏大血管疾病，不做手术治疗的话，死

亡率非常高。”赵东敏说，4 月 12 日，他

亲自主刀，为王先生实施了主动脉腔内

覆膜支架植入术。

“从腹股沟处开一个约 3厘米的小

切口，通过股动脉用输送鞘把覆膜支架

送到指定位置，覆膜就像一层布覆在血

管内壁，打开支架，把破口封堵上。手

术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赵东敏说，

患者第二天就可以下床了。

患者王先生恢复得很不错，采访中

他轻松地对记者说：“手术做得很成功，

我正准备出院哩。”

如今，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手术越来

越微创化，该科对于 B型主动脉夹层及

腹主动脉瘤的微创治疗已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像王先生这样的主动脉夹层

微创手术，今年以来该科已成功做了 9

例。

“对于患者来说，微创手术创伤小，

风险小，费用更低。如果是先天性心脏

病人做微创手术的话会更快，20分钟就

可以完成。”赵东敏说，90%以上的先心

病，如房缺、室缺、动脉导管未闭、肺动

脉狭窄，他们科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治

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今年以来，该

科已为 20余例先心病患者成功实施微

创手术。

据了解，目前该科设门诊、病房、独

立百级层流手术室、独

立层流术后监护室等工

作单元，配备了先进、精

良、全面的医疗设备：世

界 著 名 品 牌 体 外 循 环

机、多功能心电监护仪、

婴幼儿及成人呼吸机、

全自动血气分析仪、心电除颤仪、箭牌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仪、ECMO（体外膜肺

氧合）机及冠脉 OCT机等。该科现有医

护人员 25 名，其中高级职称 3 名，中级

职称 3名；编制床位 20余张。

科室负责人赵东敏毕业于新乡医

学院，从事心脏大血管外科各种疾病的

诊断与治疗 20 余年，能够熟练开展各

种心脏外科及介入手术，尤其擅长冠脉

搭桥、心脏瓣膜病、大血管疾病、先天性

心脏病的手术与介入治疗，曾获得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多次获得单位先进工作

者、优秀党员等称号。

赵东敏说，“一切为病人着想”是心

脏大血管外科的核心理念，该科医护人

员坚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团

结一心，踔厉奋发，向着争创省级及国

家级心脏中心的目标迈进。

（本报记者 王春霞）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心脏大血管外科

踔厉奋发 创新治疗 保护生命动脉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我结

婚 6年一直未孕，去了多家医院都

找不到原因。”近日，在市计生科研

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舞钢市患者

宋女士向医生孟宝丽咨询病情。

“宋女士可能患了不明原因不

孕症。”孟宝丽说，许多不孕症患者

在就诊过程中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医生做了内分泌测定、输卵管造影

等一系列妇科检查项目后，仍然找

不到不孕的原因，最后只好在病历

本上写上“不明原因性不孕”几个

字。 所谓不明原因不孕，是指一

对夫妇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双方

都没有明确的不孕原因。如男方

性功能及精液正常，女方的排卵及

输卵管也正常，又没有其他不孕明

显病症。这种不孕症的原因在目

前常规检查中不易被查出，占全部

不孕症的 9%左右。部分不明原因

不孕症夫妇并不存在器质性病变，

只是生育力低下，在某种特定条件

下可能会自然妊娠，也有部分夫妇

确实存在某些隐匿病变，常规检查

无法诊断。

根据当前循证医学的初步结

论，在不孕症病因初筛的下列四步

检查后，如果没有阳性体征，则可

以诊断为不明原因不孕：1.男性精

液常规检查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正

常标准或近期有过生育史。2.女性

B超检测排卵，黄体期基础体温升

高持续 12 天以上。3.女性盆腔检

查无阳性体征。4.子宫输卵管造影

提示子宫输卵管形态正常，输卵管

通畅。

孟宝丽说，不明原因不孕症患

者存在一定的自然妊娠率，特别是

相对年轻的夫妇（小于 32 岁），应

该给予足够的时间试孕，期限一般

为 3年。未避孕 3年以上仍未孕者

才需要治疗，专科医生可根据具体

情况选择较为合适的治疗方案，以

提高受孕率。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医生提醒：

警惕不明原因的不孕症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刘海

军）近日，经过全国银屑病规范化诊疗

中心认证委员会的严格筛选和线上审

核，鲁山县人民医院成功获批成为全国

银屑病规范化诊疗中心“专病医联体”

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银屑病规范化治疗，

提高临床实践能力，该院启动了银屑病

规范化诊疗中心“专病医联体”创建工

作，搭建标准化的银屑病诊室，制定诊

疗流程，规范患者管理，提升皮肤科医

生银屑病规范化诊疗水平，培养银屑病

专科人才，建立银屑病患者诊疗绿色通

道，帮助患者获得及时、规范的诊疗，提

升患者生活质量。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常见

的易于复发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特征

性损害为红色丘疹或斑块上覆有多层

银白色鳞屑。青壮年发病最多，男性发

病多于女性，北方多于南方，春冬季易

发或加重，夏秋季多缓解。病因和发病

机理未完全明确。

研究发现，本病的发病与遗传因

素、感染链球菌、免疫功能异常、代谢障

碍及内分泌变化等有关。临床上有四

种类型：寻常型、脓疱型、红皮病型和关

节病型。寻常型银屑病最常见，病情较

轻，本病呈慢性经过，治愈后容易复发。

鲁山县人民医院获批成为国家级银屑病
规 范 化 诊 疗 中 心“ 专 病 医 联 体 ”单 位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

苗四海）4 月 18 日到 22 日，市妇幼

保健院开展了为期 5天的“护理应

急预案现场模拟演练大赛”。通过

大赛和赛前两个月的认真筹备、全

员演练，实现了以“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为契机，推陈出新，弥补短

板，切实提高护理队伍应急处突能

力和服务能力的目标。

今年初，市卫健委决定在全市

卫健系统组织开展“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市妇幼保健院党委高度

重视，迅速制定《平顶山市妇幼保

健院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实施方案》，多次召开会议动员部

署。该院护理部按照方案要求，迅

速组织排查全院护理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短板，发现部分护理单元

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协调能力、护

理人员紧急救护能力有待进一步

提高。

如何快速弥补短板，提升能力

和作风？在该院党政班子高度重

视下，护理部决定在全院举办此次

“护理应急预案现场模拟演练大

赛”，并成立了比赛筹备小组，根据

各科室专业特色和工作实际，遴选

出比赛项目，制定了比赛方案和评

分细则。为了突出实战性，赛前，

护理部每天深入一线指导训练；一

线护理人员踊跃参加，每天放弃休

息认真训练，从参赛项目的脚本设

置、物资准备、人员配合到每项操

作的规范性，都要经过数次研究、

修改和排练。有时大家为了一个

细节争得面红耳赤。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和训练，

大赛于 4 月 18 日拉开帷幕，全院

共有 19 个护理单元参加了 26 项

应急预案的抽签比赛。每一位参

赛人员都把自己置身于“真实”的

抢救现场，呼救、监护、复苏、洗胃、

给药……快而不糙、忙而不乱，执

行抢救措施精准规范，演练流程高

效流畅，比赛现场真实激烈。经过

5 天的激烈角逐，11 个优秀团队在

比赛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一等奖

的团队 1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3

个、优秀奖 5个。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比赛，护

理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得到了进

一步优化，护士心理素质、抢救意

识、关怀病人的作风得到了进一步

锤炼，医护配合更加默契，达到了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目的，实现

了全院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

力和服务能力的双提高。

记者了解到，该院“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各党支部、

各科室按照医院“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实施方案，切实把能力作

风建设与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医疗

改革、重点项目建设和重点学科建

设结合起来，与创建三级甲等妇幼

保健院、疫情防控及援助任务结合

起来，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认真梳

理问题清单，紧盯工作能力和作风

中的堵点、难点和焦点，通过“晒工

作实绩、亮医德医风、亮短板不足”

等措施，推动各项短板和不足快速

弥补，进一步把各项工作任务落细

落实，以浓厚的“比学赶超”氛围，

引导全院党员干部职工奋勇争先、

担当作为，在全院形成了推动能力

作风建设稳步前进的良好氛围，让

患者得到了切实的利益。

提升护理队伍应急处突能力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演练大赛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4月 20

日，市卫健委三级综合医院评审专

家组莅临舞钢市人民医院，开展执

业评审现场核查。

当天上午，在听取汇报后，评

审专家分为七个小组，根据《三级

综合医院执业评审细则》要求，以

严谨、严格、公正、公平的态度，通

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查看、

现场提问、抽查病历等方式，对医

院综合管理、临床医疗、重点专科、

药事、护理、医技、院感、后勤保障

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全

方位的现场核查。

反馈会上，评审组宣布舞钢市

人民医院通过三级综合医院执业

评审。

舞钢市人民医院成立于 1972

年 10月，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

为一体的综合医院，占地面积 3.1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1万平方米，

开放床位 650张。2021年，该院门

诊服务人次 76.4万，住院服务人次

1.88万，业务涵盖周边郊县，累计服

务 40余万人。

舞钢市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

杨星奎表示，该院创建三级综合医

院既是惠济百姓的需要，也是战略

发展的需要。该院将以三级综合

医院创建为契机，不断提升医院科

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努

力为舞钢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

高效、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下一步，我院将以此次评审

为契机，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不

断完善和优化各项管理制度，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医院高质量建

设与发展，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

切实承担起三级综合医院的职能

责任。”该院院长郭文伟说。

舞 钢 市 人 民 医 院 通 过
三级综合医院执业评审

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研所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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