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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情系常湾 对口帮扶成效显著

﹃
流
动
讲
习
﹄
进
校
园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李志成 张可强）学
习新思想，掌握新本领，创造新业绩。国庆节前夕，由
洛阳市委组织部和洛阳电视台联合发起的洛阳市首批
新时代“三新”讲习所系列活动——伊川县人民医院新
时代“三新”讲习所走进伊川县第一高中成功开讲。

按照洛阳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建设新时代“三
新”讲习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
全市广大党员群众学习新思想、掌握新本领、创造新业
绩的要求，伊川县人民医院积极推动讲习所建设工作，
成功入围全市首批新时代“三新”讲习所系列活动名
单。为全面做好此次讲习活动，通过认真调研分析，结
合自身工作特点，该院决定以全面提升心肺复苏知识
普及率为切入点，开展“流动讲习”进校园活动，并抽调
骨干力量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准备工作。

在活动现场，洛阳市第十一届党代表、伊川县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白焕芳作为主讲人，用一连
串的数据和事例对心肺复苏进行了详细解读。“给患者
做胸外按压时，按压频率为每分钟 100~120次，每按压
30次之后，要配合实施 2次人工呼吸，按压幅度为五六
厘米……”

白焕芳讲解时，曾获伊川县急救技术比武第一名
的伊川县人民医院急救团队，配合白焕芳规范示范心
肺复苏基本步骤：意识判断、呼救求援、调整体位、胸外
按压、清理口腔异物、打开气道、人工呼吸等。讲解示
范完毕，急救团队的成员还手把手地教同学们练习心
肺复苏术，并进行了体验模拟。

伊川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胜国对讲习活动给予充
分肯定。张胜国说，这次讲习活动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真正实现了“学有获、做有
效”。同学们也纷纷表示收获很大，已经掌握了正确的
心肺复苏方法，也希望可以用这项新本领在以后帮到
需要帮助的人。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梁 靓）“想不到一个没有基层
工作经历的驻村第一书记竟然做
了这么多好事、实事；想不到常湾
村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想
不到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党委如此重视扶贫工作，取得了
这么好的成绩！”日前，在栾川县
陶湾镇常湾村，洛阳市脱贫工作
小组第五督查组组长申立涛一连
用了 3个“想不到”来表达内心的
感受。

不久前，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王瑞丽，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祝晓宇，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李群带领该院
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行政
职能科室负责人及医务人员 40
余人来到该院对口帮扶的常湾
村，为每家贫困户送去了 200 元
的慰问金，同时选派相关专家为
村民进行义诊和免费健康体检，
实实在在地将关怀和健康送到
了百姓身边。

常湾村是河南科技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的对口帮扶单位。
对口帮扶以来，该院党委高度重
视，情系常湾，关注常湾，全力履

行帮扶职责，并通过层层选拔，
先后派出政治素质过硬、德才兼
备的第一书记赵莹、刘晓卫进驻
常湾村，开展驻村帮扶。

3 年间，他们紧紧围绕改善
农民生存条件、提高农民基本素
质、拓宽农民增收门路等问题，
实施多种扶贫举措，有力地推动
了常湾村的经济发展。

如今，常湾村村容村貌得到
了极大改善；贫困户足不出户，
在家门口的工厂、企业就能够上
班赚钱，逐步走出了贫困，走向
了美好生活。常湾村党支部书

记周海刚说，今年，该村有望摘
掉贫困的“帽子”，而这一切的转
变都离不开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的大力支持。

在常湾村，河南科技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的内科、神经内科、
内分泌科、疼痛科等相关学科的
专家在村文化广场开展了义诊
活动。

专家们认真聆听患者的病
情陈述，询问患者的生活习惯，
耐心解答就诊村民咨询的健康
问题；同时，对广大村民进行健
康知识宣教，以提高他们的预防

保健意识。
与此同时，河南科技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各党总支书记、党支
部书记、行政职能科室负责人还
走村入户，看望慰问贫困户，了
解他们目前的情况和困难，鼓励
他们在享受扶贫政策的同时，通
过自身努力脱贫致富。

王瑞丽说，扶贫工作一直在
路上，即使常湾村摘掉贫困的

“帽子”，该院也将一如既往地关
心支持常湾村的发展，扶贫、扶
智、扶文化，多为老百姓办实事、
办好事。

杏林传佳音 岐黄有传承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乔振纲传承工作室揭牌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艾金宝 高佳荣 文/图

“中医事业正逢春，传承教育
气象新。长江后浪赶前浪，振兴
寄望后来人！”这是全国名老中医
药乔振纲在其传承工作室揭牌仪
式上的即兴之作。

9 月 28 日上午，全国名老中
医药专家乔振纲传承工作室在洛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隆重揭牌。

2017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求，要
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提高
中医药服务能力，推进中医药集
成创新。

全国范围的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的建设是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中医发展战略的一项
重要举措。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的中医内科主任医师乔振纲在
2012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
为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传承指导
老师的基础上，2018 年又被列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
家”名录。

“这是我院发展史上的一件
大事、好事，标志着我院中医药工
作迈上了新的发展轨道，也必将

为我院乃至我市中医药事业向社
会推广、为中医药优势资源开发
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洛阳市第
一人民医院院长郭圣敏说，对于
乔振纲传承工作室的建设，洛阳
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度重视，当天
的揭牌只是完成了这个项目的第
一步。今后，该院将按照项目相
关实施方案的要求，在 3 年的建
设周期内，把该工作室建设好、发
展好，为全市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热烈的掌声中，洛阳市人
大常委会原主任段运劳、洛阳市
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许兴涛为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乔振纲传承
工作室揭牌。

在隆重的拜师仪式上，来自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副主任
医师张群生、主治医师刘亚红，
来自江苏苏州市中医院的主任
中医医师陈建立，向乔振纲恭敬
拜师，献花致谢；乔振纲给 4位弟
子赠送了《实用中医痰病证治
疗》和《乔振纲医案医论精编》两
本书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央
电视台 4 频道《当代中医》栏目
等专门发来贺电，广东省中山市

医学会、中山市中医学会专门发
来贺信，对乔振纲传承工作室的
揭牌表示祝贺。

“作为新时代的中医人，我感
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对中医药
发展和全面振兴的前景更是坚信
不疑！”乔振纲说。全国名老中医
药专家工作室建设这一创举，标
志着中医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时代，中医药事业的振兴步入了
快车道。他一定要以国家为自己
建立工作室为契机和动力，认清
自己的神圣职责和担当，更加扎
实、更加尽心尽责地做好中医药
的传承工作，为中医药事业的振
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师傅领进门，前途靠自己！”
乔振纲对参加拜师的学员说，“中
医药事业的光辉前景是属于我们
的，也是你们的，归根结底是属于
你们的，振兴中医药事业的希望
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是中医的
后起之秀，是发展中医的有生力
量。我衷心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
遇，树立远大目标，立志发奋图
强，刻苦学习，孜孜不倦，争取在
较短时间内使自己的理论水平和
临床实践能力有一个质的飞跃。
努力吧，同学们！”

乔振纲出身于六代中医世家，又在河南中医学院（现为
河南中医药大学）本科医疗系深造，先后在洛阳市中医院、
广东省中山市广济医院、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1991年经国家人事部、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乔振纲被确认为全国首批
500名名老中医、豫西中医泰斗乔保钧教授的学术继承人，
跟师3年，毕业后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2001年晋升为中
医内科主任医师。

乔振纲秉承祖传绝技，又勤奋好学，对业务刻苦钻研，
理论功底深厚，临床经验丰富。他擅长治疗慢性乙肝及
肝硬化、慢性胆囊炎及胆结石；冠心病、心肌炎及顽固性
失眠；慢性肾炎、慢性肾衰及肾结石、慢性前列腺炎及男
子性功能障碍、男子不育症；慢性胃炎及消化系溃疡等疑
难杂症。

近 10年来，乔振纲潜心研究各种肿瘤的治疗，倾注心
血，刻意攻关，已取得显著进展和丰硕成果。因疗效卓著，
医德高尚，他在中原大地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享有声望，经常
应邀到全国各地会诊。

在多年工作中，乔振纲善于总结，勤于写作，著述颇丰，
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70余篇（其中，国际获
奖3篇，国内获奖5篇）；主编专著3部；参编著作多部，在全
国中医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乔振纲曾被评为河南省卫生系
统先进工作者，被洛阳市人民政府聘为年度科技进步奖评
审委员会委员，被《亚太传统医药》杂志聘为特约专家，被世
界医药卫生理事会中国健康医疗网推荐为优秀专家，被中
华名医协会特聘为咨询专家。

2012年，经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务院学位管理委员会共同批准，乔振纲被确认为全国第
五批名老中医传承指导老师。

乔振纲简介

作品赠弟子

段运劳、许兴涛为乔振纲传承工作室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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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刘
冰）正常情况下，女性怀孕以后胚胎种
植在宫腔内。如果胚胎种植在子宫腔
外的某处，如输卵管，则称为宫外孕，
医学上又称为异位妊娠。异位妊娠一
旦破裂可致大出血，危及患者生命。

不久前，在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
保健中心，医生李云龙就遇到了一位
异位妊娠患者，并通过紧急手术，从其
盆腔内取出了 1300毫升积血，成功挽
救了这位异位妊娠患者的生命。

事发当日下午 2 时，身为洛阳市
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妇科一病区主
任的李云龙刚刚结束一台急诊手术，
来到门诊。

在诊室外，李云龙看到一名年轻
女子。该女子手捂着腹部，面色苍白，
满头大汗，表情极其痛苦。李云龙立
即走上前去，扶其进入诊室检查。

经过简单的问诊，李云龙得知这
名32岁的梁女士已停经52天，阴道出
血 10天，下腹痛 1小时，现腹痛加剧，
伴心慌乏力。李云龙高度怀疑梁女士
为异位妊娠破裂伴失血性休克，迅速
带患者到超声科检查，同时通知科室
做好抢救准备。

超声检查结果提示，梁女士盆腔、
腹腔有大量积液，考虑为腹腔内出血，
必须立即手术。

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异
位妊娠失血性休克抢救小组成员迅速
到位，开通绿色通道，建立静脉通路，
立即抽取血标本以备血，快速完善术
前检查，查体、行后穹隆穿刺，签署手
术同意书及病情告知书；同时，联系麻
醉科手术室和输血科做好相关准备工
作。

手术室里，医护配合默契，有条不
紊，顺利完成手术。术中，可见患者输
卵管间质部破裂，盆腔内积血约 1300
毫升。术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安返
病房。参与救护的同志们说，此次抢
救的成功，有赖于大家日常不断开展
的基本功练习及各种急危重症抢救的
模拟演练。

“育龄妇女停经伴出血，要警惕是
异位妊娠！”李云龙说。正常妊娠时，
精子和卵子在输卵管壶腹部与峡部连
接处结合形成受精卵；受精后 30 小
时，受精卵随着输卵管蠕动和输卵管
上皮纤毛推动，向子宫方向移动。如果受精卵在晚期囊胚前
仍未进入子宫腔内侧，易发生异位妊娠。

异位妊娠的发生原因有输卵管炎症、输卵管发育不良
或功能异常、宫内节育器避孕失败等，疾病因素和不良生活
习惯都可增加女性异位妊娠的风险。因此，育龄女性对于
自己的月经情况一定要密切关注，要特别警惕宫外孕的发
生。

乔振纲

乔振纲工作室启用

近日，伊川县首个国家级专家工作站——北京华医心诚医生集团中国知名心血管病专家工作站
在洛阳仁大医院揭牌。据了解，洛阳仁大医院将通过借力国内领先的心血管诊疗先进技术、建设符
合国家标准的胸痛中心，提高基层心血管病预防、治疗、康复能力和技术水平。

刘云飞 邢晓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