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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魏应钦通讯员吴菲

本报讯 为全面实现乡镇
胸痛救治单元及村卫生室能
力水平提升，4月15日下午，中
国心血管健康联盟、中国胸痛
中心联盟通过胸痛学院教育
平台开展了以“乡村振兴 健康
先行——胸痛救治单元乡村
医生能力提升”为主题的培训
活动，宝丰县赵庄镇袁庄村卫
生室医师李春峰作为优秀村
医代表进行经验分享，会议采
用远程直播和线下分会场相
结合的形式组织乡医村医们
共同在线学习。此次活动累
计共有 10 万余人次点击观看
学习。

李春峰分享的主题为《如
何发挥村医在胸痛救治体系
中的作用》，通过自己的经历
和病例分享，他认为，村医接
受规范的救治培训，能够更好
地服务于当地群众；村医贴近
百姓，能够更方便地进行健康
教育指导；村医能够第一时间
接触到胸痛患者，缩短患者从
发病到首次医疗接触时间；村
医与上级医院建立紧密联系，
做好患者与上级医院沟通的
桥梁。

“下一步，我将在上级专
家的指导下，规范建设村级

‘胸痛救治点’，筑牢县-乡-村
三级胸痛救治网络体系。用
最短的时间为胸痛患者争取
黄金救治时间，为农村地区的
群众构筑起胸痛救治的第一
道防线，做好基层群众生命健
康的‘守门人’，助力乡村振
兴。”李春峰说。

据了解，宝丰县于今年 3
月建立胸痛中心联盟，以胸痛
中心、胸痛救治单元、胸痛救
治点为抓手，大力推进胸痛区
域协同救治网络体系建设，其
中人民医院胸痛中心于 2021
年 12 月通过中国胸痛中心

“标准版”认证。2020 年 8 月
启动胸痛救治单元建设，2021
年 5 月，首批 5 家胸痛救治单
元全部通过验收，目前第二批
4家也已进入验收阶段，第三
批 4 家胸痛救治单元正在建
设中，实现了全县 13 家乡镇
卫生院——胸痛救治单元建
设全域覆盖。其中赵庄镇袁
庄 村 标 准 化 卫 生 室 成 立 于
2009年，医师、护理各 1名，服
务于辖区内 2000 余名群众。
李春锋自赵庄分院建立胸痛
救治单元以来，多次参加宝丰
县医疗健康集团胸痛中心及
胸痛救治单元组织的培训指
导，且深入学习研究，提升对
胸痛患者急救意识，增强业务
技能储备，学以致用，多次及
时辨别心梗患者并完成初步
处理及联系、转运，挽救急性
心 肌 梗 死 患 者 生 命 ，荣 获

“2021年度中国优秀乡村心梗
守护卫士”荣誉。

胸痛救治单元
乡村医生助力
乡村振兴□本报记者 魏应钦

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
淋巴瘤科二病区位于新院
区住院部 A区 4楼，主要擅
长成人及儿童急慢性白血
病、多发性骨髓瘤、恶性淋
巴瘤、骨髓增殖性疾病、再
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
常综合征、嗜血细胞综合
征、过敏性紫癜以及各种不
明原因发热、黄疸、贫血、出
血性疾病的诊治，并开展了
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
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骨髓（造血干细胞）移
植、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
淋巴瘤等治疗方面颇具优
势和特色。

该科拥有层流床 5 张，
造血干细胞移植室拥有百
级层流床 4张，为血液病的
强力化疗、骨髓移植、免疫
治疗提供了安全无感染的
保障，为血液病患者撑起

“生命保护伞”。
近日，6 岁的童童（化

名）因贫血、出血到该科就
诊，完善检查后被诊断为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遂住院
进行规范的化疗。其间，患
儿因经常抠右手拇指，造成
皮肤软组织严重感染，手臂
肿胀，其右手拇指可能难以
保全。在此情况下，该科在
规范化疗的同时给予患儿
抗感染输血支持治疗，并联
合骨外科对患儿进行精心
救治。经过共同努力，童童
病情好转，如今已顺利出
院，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和
生活。

为了让患者得到更精
准的治疗，该科着力开展亚
专科建设，优化设置了白血
病亚专科和多发性骨髓瘤、
淋巴瘤亚专科、造血干细胞

移植亚专科等。白血病亚
专科拥有层流床 5张，通过
先进分子诊断技术，接轨国
内先进治疗技术，患者生存
率大大提高。该科作为儿
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定
点收治单位，可对儿童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按照危险
程度分层精准治疗，患儿 5
年生存率在80%左右，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

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
亚专科开展涉及淋巴瘤的
新药物、新方案的临床基础
研究，探索新药模式下恶性
血液病诊疗方式，通过化
疗、放疗、细胞免疫治疗等
多手段治疗淋巴瘤及骨髓
瘤，其完整的患者教育体
系、随访系统、治疗体系和
全程管理理念造福更多患
者。

该科拥有合理的人才
梯队，7人的医师团队中，主

任医师 2 人，副主任医师 2
人，研究生学历 4人。该科
是市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
委单位、郑大一附院儿童白
血病专病联盟单位。

该科负责人许惠丽从
医27年，主任医师，是市医
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血
液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
省医师协会血液专业委员
会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淋
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
省老年学会血液学专业委
员会委员。她曾获市优秀
青年科技奖、市拔尖人才等
称号，发表论文30余篇，参

与编写论著两部，获市科技
成果奖4项。

该科专家王敏芳，主任
医师，从医30余年，擅长诊
治白血病、淋巴瘤、各种贫
血和血小板减少等，学术兼
职有市医学会血液病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生
命关怀协会慢粒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抗癌
协会血液专业委员会常委、
河南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
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血
液科医师分会常委、河南省
免疫学会血液免疫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为患者托起生命的曙光
——记市一院血液淋巴瘤科二病区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4月 15日，市第
一人民医院新院区呼吸内科
二病区成功独立完成我市首
例超声内镜引导下的经支气
管针吸活检（EBUS- TBNA）
术，患者岳某成为此项新技
术的首位受益者。据了解，
超声支气管镜（EBUS）的正
式启用，标志着市一院在肺
部肿瘤诊治水平迈上新台
阶，开启了平顶山地区呼吸
介入诊治新篇章。

今年59岁的患者岳某，
因咳血痰月余，近日到市一
院新院区呼吸内科二病区
就诊。“胸部CT检查，显示患
者有纵隔淋巴结肿大，考虑
有肿瘤可能。”呼吸内科二
病区主任李建会说，经过对

患者胸部CT认真评估，决定
为患者实施超声支气管镜
引导下的经支气管针吸活
检术。

超声支气管镜（EBUS）
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支
气管镜新技术，为了让患者
尽快从这项新技术中受益，
市一院斥资300多万元购买
了全套仪器设备，并派出呼
吸内科医生前往上海进行
了为期半年的学习培训。

4 月 15 日下午，李建会
带领科室团队做好充分的
准备，制定了周密完备的手
术方案。术中，他们先用普
通支气管镜探查气管腔，未
发现异常后，又以超声支气
管镜凸面探头进行探查，并
在超声支气管镜引导下穿
刺淋巴结获取组织。整个

镜检约20分钟顺利完成，术
后患者安稳回到病房。

对于这项新技术，李建
会解释说，常规支气管镜只
能看到气管、支气管腔内的
病变，而管腔外的病变是个

“盲区”，需要经过支气管镜
穿刺活检才能明确诊断。
超声支气管镜是在支气管
镜前端安装了超声探头，相
当于多了一个“透视眼”，不
仅能看到管腔外的“盲区”，
还能通过超声定位管腔外
病变的具体位置，透过气管
壁针吸活检获得病变部位
的细胞和组织，从而达到确
诊疾病的目的。

“对于纵隔淋巴结肿大
或中央型肺部肿瘤的患者，
以往多采用纵隔镜或开胸
手术的方法来明确诊断，创

伤较大，风险相对较高。而
运用超声支气管镜来进行
检查和诊断，定位准确，创
伤小，可避开血管，降低出
血风险，也减轻了患者的痛
苦。”李建会说。

据了解，目前，市一院
新院区呼吸内科二病区除
常规开展支气管镜操作外，
该科还开展肺部结节及肺
癌的穿刺和消融术、肺部大
咯血的介入治疗、支气管镜
下的介入治疗等，使得肺部
疾病的诊治得到了很大提
升。此次超声支气管镜下
针吸活检的成功开展，更加
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该
院在肺部疾病的诊治能力
方面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为患者的精准治疗创造了
条件。

市一院开启呼吸介入诊治新篇章
独立完成我市首例超声支气管镜下针吸活检术

医疗团队在讨论业务 王俊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