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2年6月8日 星期三 E-mail:rbwztp@pdsxw.com健康编辑 刘美华 校对 屈淑彩

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位于

新院区病房楼 B区 3楼。该科是我市医

学重点学科，科室实力雄厚，拥有主任

医师 1名、副主任医师 3名、副主任护师

1 人、主治医师 2 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4

人；河南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1名；平顶山市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副

主任委员 2名、委员 5名；市医疗鉴定委

员会委员 2名。

科室现开放床位 50 张，目前能开

展四肢骨折、骨盆髋臼骨折及关节内关

节周围骨折的治疗及微创技术；各种严

重创伤、复合伤的抢救及治疗；各类创

伤后遗症的治疗；各类皮瓣及复合组织

瓣修复肢体及软组织的大面积缺损；手

复杂外伤，臂丛及各类周围神经损伤修

复；骨性关节炎、运动损伤的关节镜下

治疗；脊柱骨折及相关疾病，髋、膝、肩

关节的初次置换及翻修等手术；骨肿

瘤、骨质疏松等相关疾病的诊疗，在我

市具有较高水平。科室拥有 Conmed

关节镜两台，全部附件都可高温高压灭

菌，目前在我市处于领先水平。近年

来，科室医疗团队在各类医学期刊上发

表论文 30余篇，承担了市科研课题，并

获得省市科技成果奖 2项。

日前，我市某高校20岁的学生刘磊

（化名）在打篮球时发生急性踝关节扭

伤，家人带其找到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

二病区主任赵代杰诊治。经核磁共振检

查，患者踝关节距腓前韧带及跟腓韧带

断裂。考虑到患者平时喜爱运动，经踝

关节镜探查，科室团队为其行踝关节止

点重建手术。术后，经康复指导，患者恢

复良好，目前踝关节功能活动达到正常。

科室负责人赵代杰 1986 年毕业于

原河南医科大学，中华医

学 会 河 南 省 骨 科 学 会 委

员、显微手外科学会常务

委员，平顶山骨科学会名

誉副主任委员，曾多次前

往北京、天津等地知名大

医院进修学习。他擅长各种复杂创伤、

复杂四肢骨折、骨盆髋白骨折等的治

疗，髋、膝、肩等人工关节置换术、翻修

术，各种骨肿瘤切除术，髋、膝、肩、踝周

围骨折的微创治疗，肌腱韧带损伤治

疗，四肢畸形矫正，腰椎间盘突出、椎管

狭窄、腰椎滑脱等脊柱疾病的治疗。

（本报记者 魏应钦）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

以精湛特色技术筑架健康桥梁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王春

英 苗四海）6 月 6 日上午，记者来到升

级改造后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遗传科

采访，只见宽敞明亮、温馨舒适的候诊

区坐满了患者。“乔医生，我们备孕好几

年了，一直没怀孕，不知是啥原因。”在

不孕不育诊室内，一名患者在向该科副

主任乔婷诉说。

乔婷说：“近年来，像这样的不孕症

患者很多。”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

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

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

近 年 的 12% —15% ，不 孕 不 育 者 约 有

5000万。

不孕因素复杂多样

据乔婷介绍，导致不孕的因素复杂

多样，除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

活压力大等因素影响外，输卵管、盆腔、

子宫、排卵障碍以及精子质量问题等都

是造成不孕的重要因素。其中，尤以输

卵管问题、排卵障碍、精子质量问题等

因素居多。

临床数据显示，因输卵管因素导致

不孕的占30%—45%，如输卵管僵硬、粘

连、闭塞等；因排卵障碍导致不孕的占

20%—40%，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储

备功能减退、卵巢早衰、黄素化卵泡不破

裂综合征等；因男性因素导致不孕的占

30%—40%，如少弱精症及无精症等；因

子宫因素导致不孕的占 5%—10%，如子

宫内膜异位症、畸形、肌瘤、内膜息肉、内

膜炎，子宫腔粘连、子宫缺如以及宫颈管

感染、宫颈肌瘤、宫颈管狭窄等；因免疫

性因素导致不孕的占 5%—10%；不明原

因的不孕占10%—15%。

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在该科做产

前筛查的刘女士。她说，她和丈夫结婚

后不久就开始备孕，备孕了两年，却一

直没有怀孕，心理压力非常大。经朋友

推荐来到该院生殖遗传科，经全面检查

后，病因水落石出：原来是排卵障碍导

致的不孕。在该科对症治疗后顺利怀

孕，一家人欣喜万分。

此类病例不胜枚举，叶县的张女士

也是结婚多年不会怀孕。经该科检查，

原来是输卵管堵塞导致的。

人工授精技术、接力式不孕

不育治疗使患者受益

“不孕症患者只要到正规医院全面

检查、明确病因、对症治疗，病情轻的，

通过手术矫正或在医生指导下监测排

卵、服用促排卵药物，几乎都可以怀孕；

病情复杂的，可以借助我院开展的丈夫

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接力式不孕不育

治疗’模式等，依然可以顺利怀上宝

宝。”乔婷说。

自 2002 年起，市妇幼保健院经省

级卫生部门批准，在我市率先开展丈夫

精液人工授精技术。它主要适用于女

方输卵管通畅但不明原因的不孕以及

宫颈因素、男性因素，如精液不液化、轻

度少弱精症等引发的不孕。2018年，作

为我市生殖遗传技术领军单位，该院与

郑大三附院联合开启“接力式不孕不育

治疗”模式，即我市需要做试管婴儿的

不孕不育患者到该科后，科室专家团队

通过远程视频会诊平台、微信双向转诊

群与郑大三附院生殖中心专家团队实

时会诊，确定治疗方案。患者在该科进

行前期各项检查、促排卵等，条件成熟

时再到郑大三附院接力治疗，实施取卵

和胚胎移植手术。成功受孕后，患者转

回该科，接力完成试管婴儿后期观察，

直到顺利分娩。

这一模式最大限度减少了患者在

两地往返奔波的次数，节约看病时间，

降低看病成本。

众多不孕不育患者圆梦

市区 36 岁的赵女士结婚 8 年一直

不孕，最终决心做试管婴儿，但她和丈

夫都很忙，没时间去郑州。2020 年，她

慕名来到该院生殖遗传科。检查发现，

刘女士盆腔粘连、卵巢储备功能减退，

丈夫患有少弱精症，自然受孕的概率非

常小。该科为她开启“接力式不孕不育

治疗”模式：在该院完成省市专家远程

会诊和各项前期准备，当月就到郑大三

附院进行了新鲜胚胎移植手术，一次就

成功怀孕。

市区的王女士 3 年前连续两次胎

停育，之后备孕近两年，一直不孕。王

女士经朋友推荐来到该科找到生殖医

学专家、该院党委书记岳小妹，终于明

确了不孕和胎停育的原因：王女士患多

囊卵巢综合征，丈夫患弱精症。岳小妹

团队为她制定了治疗方案——丈夫精液

人工授精助孕联合保胎治疗。很快，王

女士就如愿怀上了健康的宝宝，如今孩

子已两岁多了。5个月前，想要二胎的

王女士再次在该科实施丈夫精液人工授

精术，成功受孕，目前胎儿发育良好。

截至目前，该科已成功为 5000 余

对不孕不育夫妇实施了丈夫精液人工

授精术；与郑大三附院接力式不孕不育

治疗患者 100余例，荣获“2019年度河南

省妇幼生殖联盟最佳合作奖”。

“为了不孕不育患者全家的幸福，

我们会在辅助生殖的路上不懈努力。

去年，我科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完成

了升级改造，软硬件得到全面提升。

2018年 6月，我院获省卫健委批准筹备

试管婴儿技术，目前，人员资质已符合

申报要求，符合国家标准的试管婴儿

实验室已建成，正在申请验收。一旦

通过，我院就可以正式开展试管婴儿

技术，我市的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做

试管婴儿了。”乔婷信心满满地说。

不断创新技术和治疗模式

市妇幼保健院助不孕不育患者圆梦

本报讯（记者魏应钦）“造成

女性继发性不孕的原因虽然很多，

但是大多数和人工流产与药物流

产史有直接关系。要想当妈妈，女

性要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用健康的

身体迎接宝宝。”近日，市计生科研

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医生刘伟娜

提醒。

近年来，患继发性不孕症的女

性越来越多。根据多年临床经验，

刘伟娜总结了几条造成女性不孕的

因素，希望引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短期内多次人工流产，易引起

输卵管炎、宫颈和宫腔粘连、闭经

等，从而造成不孕。对于暂时不想

要孩子的家庭，丈夫应主动采取避

孕措施，妻子也可口服避孕药。

就业竞争加剧使很多职场女

性压力增大，长期处于忧虑、抑郁

或恐惧不安的精神状态中，卵巢不

再分泌女性荷尔蒙，也不排卵，月

经开始紊乱甚至闭经，这样也不易

怀孕。不孕女性应及时减轻工作压

力，适度调整工作状态，严重的必

须通过激素治疗恢复健康。女性若

连续3个月不来月经，最好到医院就

诊，否则可能造成卵巢萎缩。

经 期 同 房 易 造 成 免 疫 性 不

孕。经期宫颈会变得松弛，保护能

力也会下降。如果经期同房，就容

易导致细菌和血液进入盆腔，从而

引发感染。逆流的经血在盆腔里

残存，会造成子宫内膜异位症，导

致女性不易受孕。

减肥过度，导致排卵停止。盲

目减肥会导致营养不均衡，微量元

素严重缺乏也会影响生育能力。

生育较晚也可能导致不孕不

育。一个女人一生携带的卵子是有

一定数量的，35岁以后，那些质量好

的卵子已经用掉了，妊娠率会下降，

流产率和胎儿畸形率也会增加。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医生提醒：

女性应保护自己避开不孕因素

6 月 7 日，市区开源路中段一防晒用品店，市民正

在选购遮阳帽。

市一院皮肤科主任刘宏新提醒，近日我市气温飙

升，强烈的紫外线容易引起日晒伤和多形性日光疹，市

民外出要注意涂防晒霜、打遮阳伞，以免晒伤。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摄

夏日炎炎 注意防晒

本报讯 （记者王春霞） 为了

更好地满足儿童多样化诊疗需求，

提供更丰富的保健诊疗服务，近日

市一院老院区儿童中西医特色诊

疗室开诊。

据介绍，该院区儿童中西医特

色诊疗室是以“内病外治、未病先

防”为理念，运用非口服药物的体

外治疗方法，以达到儿科疾病的防

治、护理、卫生保健的效果。现开

展有小儿穴位贴敷、小儿推拿、小

儿针刺、小儿艾灸、放血疗法、穴位

注射、拔罐疗法、耳穴压豆、雾化吸

入、鼻腔冲洗等十余种治疗项目，

涵盖儿科临床多数常见病、多发

病，有效运用于小儿发热、咳嗽、多

汗、夜啼、呕吐、便秘、腹痛、腹泻、

抽动等多种小儿常见病证的调理

和治疗。科室尤其擅长鼻周疏通

推拿、鼻腔冲洗等联合治疗小儿鼻

炎以及健脾助运、腹部推拿治疗厌

食、便秘、肠系膜淋巴结炎等。

市一院老院区
儿童中西医特色诊疗室开诊

本报讯 （记者杨岸萌 通讯员

张文霞） 近年来，平煤神马医疗集

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持续

开展“医心向党”党建品牌建设，释

放出强大的红色力量，催生出一大

批先进典型，有力地推动了该院各

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医心向党”党建品牌是总医

院推出的系统化党建工程。“医”指

医学、医院、医者；“心”指党委的核

心、医院的中心、支部的红心、党员

的初心、医者的仁心。医院的一切

工作和活动主体，都要在党的旗帜

引领下，切实把肩负的公立医院的

政治责任、社会责任、运营责任融

入日常、贯穿经常，严到支部、实到

党员、见效到职工，实现党委提质

引领、支部强基塑型、党员积分争

优，提升党建吸引力、影响力、带动

力。

总医院眼科主任朱文魁是在

“医心向党”党建品牌建设中涌现

出的先进典型之一。今年他被评

为总医院 2021 年度“劳动模范”。

2021 年，他主刀完成手术 1600 多

台次，三、四级手术占 75%以上。

率先在我市引进 23G 微创玻璃体

切割术，微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手

术等 13项新技术，使总医院眼科的

技术水平和学科实力在全市领航

并跻身省内一流行列。

据悉，在培育“初心文化”、打造

“先锋工程”和举办“医心党课”基础

上，总医院还选树“初心文化”典型，

开展季评“天使好人榜”“优质服务

之星”，年评最美党员、干部、医生、

护士、志愿者等活动，并在各类典型

人物中评选出年度“‘医心向党’最

美践行者”。此外，该院各基层党支

部每季度以“医心向党”为主题，结

合当前形势，对党员进行先进性教

育和形势任务教育。

两年多来，总医院得益于“医

心 向 党 ”释 放 出 的 强 大“红 色 力

量”，先后派出了大量医务人员支

援武汉、郑州，吉林、上海等地疫情

防控工作。5 月 7 日，总医院 200

多名“医生大白”主动请战，仅用 3

个小时就组建起了核酸采样应急

队和储备队。在前段时间我市主

城区全员核酸检测中，该院共派出

医务人员 700余人次，完成 40万余

人次的核酸采样、62 万人次的核

酸检测。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医心向党”释放强大“红色力量”

本报讯（记者王亚楠） 6月 1日—7

日是“中国心肺复苏周”，市二院胸痛中

心组织开展了以“关爱生命‘救’在身

边”为主题的急救宣教活动。通过发放

心肺复苏宣传手册、医护人员现场讲解

及模拟操作培训，帮助群众正确掌握心

肺复苏操作技术，提高心脏骤停的救治

成功率。

我国人口基数大，心脏性猝死发病

人数居世界首位，每年约 55 万例心脏

骤停，然而院外生存率不到 1%。及时

发现和逆转心脏原因导致的心脏骤停

以减少心脏性猝死的发病率，需要一套

完备高效的公共急救体系，其中现场心

肺复苏是心脏骤停患者生存链中关键

的始动环节。资料显示，心脏骤停发生

后，大部分患者将在 4—6 分钟内开始

发生不可逆脑损害，随后经数分钟过渡

到生物学死亡。与此同时，另一组数据

显示，发生心跳骤停后的 4 分钟内，心

肺复苏+心脏除颤（CPR-D）救治成功率

高达 50%；而每延迟 1分钟，救活率将下

降 7%—10%。因此，在整个心肺复苏生

命链中，“第一目击者”的作用非常重

要，这直接关系到患者存活率。

市二院胸痛中心办公室主任石高

举介绍，如果您身边有人突然倒地，不

要慌张，首先要评估环境，确保安全；然

后检查患者有无反应，轻拍患者肩部并

呼喊患者，若无反应，呼喊求助，拨打急

救电话 120，并取来最近的自动体外除

颤器（AED），观察患者胸部起伏，也就

是患者有无呼吸 5—10 秒钟；然后要对

患者实施胸外按压，将一只手的掌根放

在患者两乳头中点连接处，另一只手叠

放在第一只手的手背上，按压深度 5—

6cm，按压频率 100—120 次/分钟，保证

胸部充分回弹。在做人工呼吸时要注

意帮患者仰头、提颏，捏住患者鼻子。

关于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的使用，学

会如何打开电源，按照指令操作即可。

心肺复苏过程中不管做任何操作，都要

求尽量不要中断心脏按压，尽可能持续

不断地进行。

6月 1日—7日是“中国心肺复苏周”，市二院专家提醒：

学好心肺复苏，关键时刻能救命

本报讯（记者王春霞 通讯员李秋环） 一名

1.1kg 低体重早产儿在郏县妇幼保健院顽强存

活下来。近日，满怀感激之情的新生儿父母在

给宝宝送尿不湿时，夹进去一张充值卡表达“心

意”。该院新生儿科医生张玉婉发现后，和护士

长贾利琼一起将这份“心意”送还孩子的父亲李

先生。

据了解，患儿的母亲因有“重度先兆子娴、

羊水过少、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症、胎儿生长受限、瘢痕子宫”等多项高危因素，

孕期仅 30周+2天，便在郏县妇幼保健院接受了

急诊剖宫产。患儿出生时体重仅 1.1kg，出现呼

吸急促、三凹征等症状，立即转入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继续进行治疗。产妇及新生儿在科室医护

人员的悉心治疗下，生命体征平稳。家属想表

示感谢，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该院新生儿科主任宁伟杰说，这已是科里

今年收治的第二例 1.1kg 低体重早产儿。近年

来，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实施，高龄、高危孕产

妇增多，高危新生儿也随之增多，只有不断提升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水平，才能满足群众

的就医需求。

生命奇迹

低体重早产儿成功存活

为积极响应市志愿者协会关

于关爱留守儿童的号召，6 月 7 日，

舞钢市人民医院组织全院职工开

展了“情系留守 爱暖童心”主题捐

赠活动，让留守儿童真切感受到社

会大家庭的关爱。

活动中，该院领导带头捐赠，

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纷纷慷慨解

囊，为留守儿童奉献自己的一份爱

心，以实际行动践行“白衣天使”的

担当精神。

胡帅 摄

情系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