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7日，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郑州大学眼耳鼻喉医
院）主任刘亚东团队的努力下，该院首例二氧化碳激光辅助深层巩膜切
除术（CLASS）成功实施。CLASS是一种新型的治疗开角型青光眼的微
创手术方式，不穿透前房，不破坏内眼结构，能减少滤过泡及眼内相关并
发症。同时，手术中外渗的房水可以吸收激光能量，避免组织过度消融，
提高手术安全性。 冯金灿 葛晓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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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彭 波 杨泽宇）“我是一
名病理医生，没能去武汉一线
参加抗疫，非常遗憾。这次配
型成功，能为一名素不相识的
湖北籍患者带去生的希望，我
由衷地感到高兴！”5月27日上
午，在安阳市肿瘤医院组织的
欢送会上，王富强饱含深情地
说。他将成为安阳市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第24 人，安阳市卫生
健康系统第2人。

安阳市肿瘤医院党委书记
周福有说，王富强是一名优秀
的青年党员，是该院病理科副

主任医师。2018 年 4 月，当时
担任医技团支部组织委员的王
富强带头参加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活动，加入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 3 月，
当得知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的
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捐
献造血干细胞，挽救患者的生
命。作为安阳市肿瘤医院第一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富强
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当初的诺
言，展现了党员干部敢于担当、
热心公益事业的高尚情操，充
分展现了新时代安阳市肿瘤医
院人的风采。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安阳
市肿瘤医院在文明创建、志愿
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
取得了骄人成绩。该院连续 3
年开展“爱心点燃希望、奉献成
就新生”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
活动。截至目前，该院共有110
人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时刻准备着为更多患
者带去希望。

安阳市红十字会、安阳市
北关区文明办、安阳市卫生健
康委团委及安阳市肿瘤医院相
关负责人参加了欢送仪式（如
左图）。

援外纪事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
员胡志超）连日来，从介绍中国
抗疫经验、开展防治技术培训
和模拟突发疫情演练到制定周
密的防控措施，中国援埃塞俄
比亚第 21 批医疗队为提露内
丝-北京医院疫情防控工作做
出了贡献，得到该院负责人和
医务人员的感谢。近日，提露
内丝-北京医院对全院 350 余名
医务人员和 16 名援外医疗队队
员进行了咽拭子检测，结果全
部为阴性。

新冠肺炎疫情伊始，提露

内丝-北京医院医务人员对疫
情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医疗
队及时对医院医务人员及相关
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培
训，介绍中国抗疫经验，提高了
他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水平和
救治能力，也消除了一些人的
恐慌心理。

为了加强医务人员个人防
护，中国医疗队对提露内丝-北
京医院医务人员进行了个人防
护用品使用以及全过程的手消
毒培训，使医院参与新冠肺炎
救治的所有医务人员都熟练掌

握个人防护技能。中国援埃塞
俄比亚第 21 批医疗队队长王春
玉与提露内丝-北京医院 CEO
（首席执行官）杰布瑞多次沟
通，强调加强院内感染控制的
重要性，建议医院防控关口前
移，在医院大门口设置体温检
测关卡。由于提露内丝-北京
医院缺乏测温设备，中国医疗
队紧急向中国大使馆经参处协
调了测温枪，确保医院可以进
行全覆盖式体温筛查。此外，
中国医疗队还对医院大门口、
急诊、预检分诊、发热门诊、隔

离病房等重要部门进行巡视，
督导体温筛查落实情况，向工
作人员宣传体温筛查工作的重
要意义。

中国医疗队在自身防护物
资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向提露内
丝-北京医院捐赠测温枪 7 把、
防护服200余套、隔离衣200件、
护目镜 24 个、面屏 20 个、N95 口
罩 50 个、一次性防护帽 750 个、
消毒液 9 箱等。杰布瑞专门致
信中国医疗队表示感谢。他说：

“疫情发生以来，医院目前只接
收到政府配发的 N95 口罩，其

余所有防护物资都是中国医疗
队赠送的，全院职工都非常感
谢中国医疗队。”

“作为中国援助非洲的 46
支医疗队之一，中国援埃塞俄比
亚第 21 批医疗队全体队员身处
抗疫一线，发扬了不畏艰苦、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救死扶伤的
精神，一定不负祖国的重托。”王
春玉说，今后，中国医疗队会继
续协助提露内丝-北京医院开展
抗疫工作，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
共同努力，为中埃友谊做出新
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刘金霞）
为了加快推进驻马店市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近日，驻马店市出
台《关于推进健康驻马店行动的实施方
案》，聚焦市民当前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
影响因素，组织开展合理膳食行动、健康环
境促进行动、全民健身行动、妇幼健康促进
行动、中小学生健康促进行动等 15 项重大
行动。

按照《关于推进健康驻马店行动的实
施方案》，打造健康驻马店要分两步走。到
2022 年，促进全民健康的政策体系基本建
立，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健康生活
方式加快推广，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
势得到遏制，重点传染病、严重精神障碍、
地方病、职业病得到有效防控，致残和死亡
风险逐步降低，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显著改
善，健康管理能力有所提高，人均预期寿命
等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到 2030 年，促进全民健康的政策体系更加
完善，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健康生
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
得到有效控制，因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
死亡率明显降低，健康公平基本实现，人均
预期寿命等居民主要健康指标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关于推进健康驻马店行动的实施方
案》提出，从 3 个方面组织实施 15 项重大行
动。一是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针对
影响健康的行为与生活方式、环境等，实施
健康知识普及、合理膳食、全民健身、控
烟、心理、环境等 6 项健康促进行动。二是
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针对妇幼、中小学
生、劳动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特点，实施
4 项健康促进行动。三是防控重大疾病，
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糖尿病等 4 类重大慢性病以及传染病
和地方病的预防控制，实施 5 项防治（防
控）行动。

足部被喻为“人体第二心
脏”，也是损伤和疾病的多发
部位。例如生活中最常见的崴
脚，看似是小事，但是处理不当
会引发大问题。

今年 5 月 29 日是第 5 个
“世界爱足日”，主题为“科学健
足，重返运动”。

据河南省人民医院创伤治
疗中心副主任医师范磊介绍，
脚踝扭伤是骨科急诊接诊较多
的病种之一，70%的人在一生
中都崴过脚。人体在站立、行
走、跑步、跳跃时，需要通过踝
关节来维持平衡。踝关节虽然
看上去没有膝关节、髋关节大，
但是足以影响全身。

范磊说，在临床上，通常根
据踝关节损伤的轻重分为 3
级。一旦发生扭伤，一定要及
时进行专业的干预治疗。热

敷、擦药油（如红花油）、按摩、
静卧，这些所谓的经验疗法，很
有可能成为脚踝杀手。热敷会
加剧肿痛，擦药油和做按摩会
加重出血，长时间静卧易形成
血栓。不科学的方式会加剧踝
关节损伤程度，使本来简单的
崴脚渐渐发展为长期反复的踝
关节功能不稳定，造成反复崴
脚的情况。

有研究称，40%的外踝扭
伤患者的症状会逐渐演变成慢
性踝关节不稳定，主要症状表
现为踝关节持续疼痛肿胀、不
稳定、“打软腿”及自觉踝关节
功能下降等。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建议
踝关节损伤治疗采用POLICE
方法，即保护（Protect）：可根据
损伤轻重采用护踝、支具或石
膏 固 定 ；适 当 负 重（Optimal

loading）：鼓励早期活动；冰敷
（Ice）：让受伤部位温度降低，
减轻炎症反应和肌肉痉挛，缓
解疼痛抑制肿胀，每次 10~20
分钟，每天3次以上，注意不要
直接将冰块敷在患处，可用湿
毛巾包裹冰块，以免冻伤（冰敷
仅限伤后 48 小时内）；加压包
扎（Compression）：使用弹性绷
带包裹受伤的踝关节，适当加
压，以减轻肿胀，注意不要过度
加压，否则会加重包裹处以远
肢体的肿胀、缺血；抬高患肢
（Elevation）：将患肢抬高，高于
心脏位置，增加静脉血液和淋
巴回流，减轻肿胀，促进恢复。

范磊提醒，作为非专业人
士，如果不幸发生踝关节扭伤，
第一时间的正确处理方法是冷
敷、制动、抬高，然后尽早就诊，
向专业的骨科医生求助。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为了
指导公众科学戴口罩、使用空调，
有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有序推
进复工复产、复学复课，严防严控
聚集性疫情，在充分分析研判疫
情风险基础上，紧紧围绕“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的总体防控策略，
结合当前夏季来临、天气变热等
实际情况，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
组织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分别对
前期印发的《公众科学戴口罩指
引》《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办公场所
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
理指南》进行了修订调整，形成了

《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修订版）》
和《夏季空调运行管理与使用指
引（修订版）》。

《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修订
版）》适用于低风险地区，以降低人
群感染风险为目标，对近期疫情防
控和公众如何戴口罩进行了重点

细化分类，特别是对公众不同场景
下是否戴口罩进行了指导，调整了
出入境口岸、工厂企业、学校等重
点场所和人群的口罩使用内容，提
出了现阶段口罩防护措施，同时强
调，中风险、高风险地区仍参照原
版指引实施。

《夏季空调运行管理与使用指
引（修订版）》规定了夏季办公场所、
公共场所和住宅等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和分体式空调的运行管理和使用
要求，与原版相比，增加了使用过程
中的细化技术要求；提出了空调开
启前应检查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对
开放式冷却塔、空气处理机组、空调
滤网等进行清洗、消毒；在运行过程
中，应加强通风换气和空调系统冷
凝水、冷却水等易污染区域的卫生
管理，定期对冷却塔设备和部件进
行清洗、消毒或更换，检查卫生间地
漏等U形管水封等。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李宁用心
用 情 诠 释 着 属 于 她 的 从 医 之
道。“有时，去治愈；时常，去帮
助；总是去安慰。学会感恩，珍
惜身边人。”李宁的微信朋友圈
签名就是她行医精神的真实写
照。

5 月 20 日，李宁收到一份礼
物——出院患者委托儿子送来
写着“妙手神医、医德高尚”的匾
牌。据悉，患者是一位脑梗死后
遗症患者，入院时肢体麻木、疼
痛。在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
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医务人员的
辨证施治和精心护理下，患者痊
愈出院，且状态一直良好。因上
了年纪行动不便，患者特意委托
儿子前来表达感激之情。患者
的管床大夫，正是李宁。

李宁接管的脑梗死患者不
在少数。“无论康复难度有多大，
始终保持耐心，想尽一切办法，
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这是李
宁一贯的行医态度。

高女士是李宁去年接管的
脑梗死患者，入院时坐着轮椅，
坐和站不能平衡，上下肢、手功
能几近丧失。在河南省中医药
研究院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康
复治疗 3 个月后，患者的手指可
单指对捏，能够独立行走，状态
一天好过一天。

同样患有脑梗死的魏某，入

院时左下肢麻木、肌力减弱，河
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康
复医学科医生及时给予中医药
治疗，患者左侧肢体功能很快得
到恢复。

李宁说：“如今患有脑梗死
的病人越来越多，如果不能得到
及时有效的治疗，脑梗死之后很
多人会出现后遗症，给患者自身
及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实践
证明，中医药尽早参与能够有效
防范脑梗死后遗症。在急性期，
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最佳；在恢
复期，中医药能够凸显优势。”

“康复治疗除了治病，更重
要的是要疗心。”这也是李宁治
愈患者的法宝。正是李宁与患
者亲人般的沟通、疏导和安慰，
给了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战胜病
魔的勇气和信心。

经李宁治愈出院的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李女士、腰痛失眠
患者纪女士夸赞李宁医术精湛，
并被李宁的耐心所感动，称其

“待人诚恳、情暖人心”。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薛爱荣在
李宁最近更新的微信朋友圈留
言：“用心服务，收获满满。”用心
服务，是薛爱荣多年来对康复医
学科团队的谆谆教诲。在薛爱
荣的精心栽培和团结带领下，康
复医学科还有许多像李宁一样
的大夫，坚守医者初心，用心用
情服务，收获了医患真情。5月28 日，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正在给高三学生检查口

腔。连日来，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全市高三学生进行了眼科、口腔科、
耳鼻喉科、内科等方面的高考体检。 王正勋 王中贺/摄

本报讯（记者杨 须 通讯
员刘占锋 许 璐）“现阶段，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转入常
态化管理，但是目前疫情仍存
在不可预测性，个别省份仍有
散发病例存在，境外输入风险
仍然较高。我们要广泛开展健
康教育工作，认真落实常态化
防控机制，准确把握主要风险
点，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处置能
力、综合防控能力及大数据整
合服务能力。”5 月 25 日，在省
疾控中心召开的全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视频培训会上，按照
国家和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疾控
大培训”的通知精神，省疾控中
心副主任赵东阳分析了当前面
临的形势与挑战，并就统筹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
安排。

赵东阳说：“作为河南疾控
人，要履行好疫情监测、病源追
踪、重点人群干预、全人群健康
素养提升、流行病学调查等职
责，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切实贯彻全省卫生健康大会精
神，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加强研
判分析，进一步提升全省疾控

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能力和
水平，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规范、有序开展常态下新冠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做 好 技 术 储
备。”

省疾控中心黄学勇、张延
炀、徐瑾、张玉勤、陈伟奇等专家
从新冠肺炎流行特征及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形势研判，新冠病毒
实验室检测技术与相关要求，科
学应用消毒技术保障常态化疫
情防控等方面，针对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中的要点、难点、危险
点，以及样本的采集、保存、运
输和实验室检测，废弃物管理及
相关生物安全要求等工作进行
了重点讲解。

河南省心理咨询中心专家
张瑞岭则围绕新冠肺炎社区防
控 中 的 心 理 危 机 干 预 这 一 话
题，对疫情期间个体常见的心
理问题的识别以及应对等进行
了经验交流。

省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
工作组所有工作人员、各省辖市
及省直管县（市）疾控中心主管
领导、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相关人
员、心理危机干预相关人员参加
了本次视频培训会。

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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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新要求

崴脚不是小事
谨防踝关节功能不稳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崔冰心

省疾控中心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培训

安阳市肿瘤医院王富强赴郑捐献造血干细胞

李宁治愈患者的法宝
□徐雁南

凡人亮点

医药卫生报社
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按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及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新
闻记者证申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要求，我单位已对申领新闻记
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
核。现将我单位拟申领新闻记者
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2020年5月30日至6月1日。举

报电话为0371~85961073。
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史

尧、冯金灿、常娟、朱晓娟、张琦、
陈春言、贾佳丽、刘永胜、刘岩、
李志刚、乔晓娜、高志勇、常俊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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