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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市“助力健康扶贫，送
医下乡”工作的深入推进，市中医
院作为健康扶贫工作的重要单位
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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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中医院、乡卫生院的对口帮
扶，提升专科、专病建设，将市中医
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带动了县、
乡医院（卫生院）整体业务水平的
提升，真正以健康扶贫取得惠民成
效，解决基层百姓看病难、难诊断
问题。

成立脑病专科开设专病门诊
2017年9月，由市中医院选派

的挂职副院长吴向东进入叶县中
医院主持健康扶贫工作。为开设
专病专科，吴向东在市中医院扶贫
工作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下，做了
大量基础工作。

为了建设县级医院特色专科，
市中医院脑病科的专家团队通过
规范化查房、定期业务培训，专家
针对脑病科特色中医药诊疗、专科
认知、业务技术进行分层级的全员
培训，提升了叶县中医院的专科管
理和业务技术能力。

针对基层百姓常出现的眩晕、
头痛、失眠、抑郁等疾病，市中医院
扶贫工作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通过制度保障，鼓励业务骨干参与
叶县中医院专病门诊建设。

60多岁的马婆婆就是叶县中
医院开设眩晕门诊的获益者。1个

多月来，老人在起床或突然起身时
感到天旋地转，以为自己得了脑
病，吓得住进了医院。谁知多项检
查下来，也没找到眩晕的病根，浪
费了财力、精力，病也没看好。听
说叶县中医院开设眩晕门诊后，马
婆婆赶忙在家人陪同下入院问
诊。一番检查下来，老人终于弄清
了自己的病因——耳石症。附着
于耳石膜上的耳石脱离导致了眩
晕的发生。通过手法复位，困扰老
人多日的眩晕治愈了。

“花了那么多钱也没看好的
病，经医生轻轻一摇就好了。眩晕
门诊真管用！”这是老人对眩晕门
诊的真实反馈。据悉，目前，叶县

中医院除了眩晕门诊，还开设有头
痛门诊、失眠门诊和抑郁症门诊，
以满足群众就医的多方面需求，对
以往群众中经常求医无门、易误诊
漏诊的抑郁症、耳石症等疾病进行
规范化诊疗，解决了百姓求医问药
方面的难题。

专科、专病建设让县级中医院
有了更多特色技术，其技术硬实力

“重拳出击”，让众多基层群众足不
出县，就能享受到高水平医疗服
务。

疼痛微创诊疗走进乡卫生院
“农村人干活多，上了年纪后

不是腰腿疼，就是肩膀疼。以前不

知道上哪儿看病，都是忍着、拖着，
谁知道现在技术发达了，看‘疼痛
病’这么神奇！市里的专家一来，
给俺们带来了好福利！”这是叶县
田庄乡卫生院就医群众对市中医
院疼痛科主任裴方舟的称赞。

自去年9月起，由市中医院组
织的健康扶贫巡诊工作组走进了
叶县田庄乡、水寨乡卫生院。通过
送医下乡、专家定期坐诊，将中西
医特色诊疗辐射至乡、村卫生院，
让基层群众在健康扶贫工作中真
正获益。

在叶县田庄乡卫生院，市中医
疼痛科专家裴方舟的到来受到了
当地医护人员的热烈欢迎。在疼
痛专科微创治疗中取得突出成就
的裴方舟在定期坐诊之余，还开展
了专家授课和业务培训。在他的
带动下，田庄乡卫生院的彩超设备
被充分利用起来，开展了彩超引导
下微创神经阻滞治疗项目。这种
精准化医疗方式不仅大大提升了
疼痛诊疗效果，还成为卫生院的特
色诊疗技术，为众多群众造福。

为了更好地带动基层医疗技
术的发展，裴方舟还在市中医院扶
贫领导小组的支持下，发动彩超
室、妇产科等兄弟科室的业务骨干
下乡为基层医护人员进行全面的
业务培训。通过业务学习，田庄乡
卫生院告别了诊疗单一的局面，提
升了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

（李莹）

依托精准扶贫政策
提升县级医院专科建设

——市中医院健康扶贫纪实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医院开通诊疗收
费信息提醒这项功能真不错，
做哪项检查消费了多少，卡内
还剩余多少钱等，一目了然，很
方便。”这是昨天下午不少受益
病人接到市妇幼保健院开通诊
疗收费信息提醒后的称赞。

据了解，为确保病人明白
消费，提高诊疗收费的透明度，
让病人对居民健康卡内余额一
目了然，让患者就诊更加放心，
让医院管理更加规范，2 月 5
日，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科在医
院的大力支持下，加班加点，在
我市首家成功开通诊疗收费短
信提醒服务，备受患者好评。

据介绍，该院的微信、支付
宝在线支付项目正在筹备中。
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患者就
诊提供更加多样化的缴费服务
方式，患者就诊将更方便。

市妇幼保健院
开通诊疗收费
短信提醒服务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半个多月前，患股骨
头坏死的平煤神马职工李某在平
顶山仁和颈肩腰腿痛专科医院就
诊，昨天，他告诉记者，经过规范治
疗，他的疼痛症状减轻了，治疗费
用也报销了。

今年52岁的李某患股骨头坏
死3年加重20天。入住仁和颈肩
腰腿痛专科医院后，经核磁共振检
查诊断为双侧股骨头坏死、无菌性
坏死。李某到多家医院求治，医生
均建议他置换骨头。由于对手术

有顾虑，李某经人介绍来到仁和
医院，经采用药物灌注疗法和银
质针疗法并配合中药治疗，20天
后，他的疼痛症状得到缓解。

据了解，成立于2005年的平
顶山仁和颈肩腰腿疼痛专科医院，
是中国软组织病痛临床中心，是经
卫生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一所以
中医为特色，以无创、微创绿色疗
法为主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专科医
院。院长汪和进采用的神力一指
禅点穴推拿法，在治疗疼痛病方面
起到了以指代刀、以指代针的作
用。同时，在传统温针疗法的基础

上，采用加温密集型银质针疗法，
已成功应用于临床。目前，已有多
名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受益于加温
密集型银质针疗法。该疗法曾获
得市级科技成果二等奖。

平顶山仁和颈肩腰腿疼痛专
科医院成立至今，已收治病人3万
多人，收到患者送来的锦旗、镜匾
500多件，感谢信100多封。现在，
该医院已经成为我市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定点医院、城镇居民和农村新
型合作医疗定点医院。近年来，该
医院被平顶山市消费者协会命名为

“最佳服务单位”及“诚信单位”，获

河南省电视台颁发的“百姓放心医
疗单位”牌匾，2008年，被授予“平顶
山市新型合作医疗工作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2005年至今，医院先
后接收50多名大学毕业生就业，成
为我市创业带动就业先进单位，获
得“河南省民营企业就业和社会保
障先进单位”称号，2012年，获得平
顶山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汪和进说，为患者解除病痛是
他永远的追求。为更好地服务全
市人民，医院春节期间不放假，由
院长带队值班，继续打造无假日医
院。

平顶山仁和颈肩腰腿痛专科医院
用心治痛惠及无数患者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2 月 6 日，中国健康
促进与教育协会和中华医学会
糖尿病学分会，联合将全国“糖
尿病健康教育管理示范单位”的
牌匾授给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
泌代谢科。

据了解，该“示范单位”是由中
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和中华医

学会糖尿病学分会教育管理学组
组织国内知名糖尿病教育管理专
家按照“糖尿病健康教育管理示
范单位”两大标准：具有专职专用
的糖尿病教育者及项目管理团队
（30 分）及糖尿病教育管理项目
持续开展并初显成效（70分），对
申报参选单位科室近年来开展的

“专职糖尿病教育护士培训、认
证”“糖尿病健康教育管理体系建

设与单位认证”“帮助医院解决糖
尿病教育管理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能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的教育
人才梯队建设情况”“引领本地区
医院开展糖尿病教育管理技术项
目探索及成果转化”及“本单位医
院糖尿病教育管理体系的标准
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建设情况”等
要素进行逐项打分，最后对符合
参评标准的 153家医院进行考评

所得分数排序。
经过层层遴选，市第一人民医

院内分泌代谢科最后以平均分
95.3分的成绩荣获全国“糖尿病健
康教育管理示范单位”称号，实现
了由两年前的“认证单位”到今天
的“示范单位”的华丽转身。这也
预示着该院内分泌代谢科的糖尿
病健康教育与管理工作将在国内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再获一项国家级殊荣

新华社上海 2 月 11 日电
（记者仇逸）从患者支气管刷取
出几十个干细胞，在体外扩增
数千万倍之后，移植到肺部病
灶部位；经过3至6个月的增
殖、迁移和分化，干细胞逐渐形
成了新的肺泡和支气管结构，
进而完成了对患者肺部损伤组
织的修复替代。记者从同济大
学获悉，同济大学医学院左为
教授研究团队利用成年人体肺
干细胞移植技术，在临床上成
功实现了人类肺脏再生。

这一成果近日以封面文章
形式发表在《蛋白质与细胞》杂
志上。

为了验证肺干细胞的再植
修复能力，研究团队将肺病患
者肺干细胞培养出来的肺脏干
细胞移植到小鼠受损的肺上，
移植后三周观察发现，小鼠肺
内纤维化损伤区域被新生的人
体肺泡替代，小鼠的肺变得十
分健康，几乎可称得上“重生”。

经过前期对细胞生产制备
工艺流程的验证和动物试验数
据的观察，经医院学术和伦理
专家委员会审议修改后通过，
2016 年初在同济大学附属东
方医院和重庆西南医院同步开
启了基于干细胞的肺脏再生临
床试验。

2017年 3月，左为教授团
队和当时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
院呼吸科任涛团队共同主导的

“人自体支气管基底层细胞（肺
干细胞）移植治疗间质性肺病
临床研究”项目，获批成为国家
卫计委和食药监总局备案的干
细胞临床研究项目。

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
院，已有数位肺病患者接受了
自体肺脏干细胞的移植。经过
3 至 6 个月的增殖、迁移和分
化，干细胞逐渐形成了新的肺
泡和支气管结构，成功实现了
对患者肺部损伤组织的修复替
代。患者的肺换气能力、六分
钟步行距离等指标得到不同程
度改善。在肺部CT影像上，也
可清晰观察到干细胞对肺部病
变组织的修复替代。

同济大学研究团队
实现人类自体肺
干细胞移植再生

专家为患者看诊。市中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