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0 日上午，三门峡市
中心医院心脏预防与康复中心
医务人员利用周末时间走进人
民公园，为群众系统讲解心肺
复苏操作流程，手把手指导群
众学习心肺复苏操作技术，提
高了群众的急救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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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志勇 通
讯员王 雁）4月7日上午，鹤壁
市卫生健康委举办了“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读书
班，委机关县级以上干部、委直
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分管副职

等参加了读书班。
在读书班上，大家集中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共
产党历史》中的《革命精神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走得再

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等篇
目，观看了专题教育视频《党史
故事100讲之“一大聚首，开天
辟地”》。随后，委直各单位党
组织书记结合本单位工作实
际，就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等进行了研讨。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要求，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明确工作
重点，积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各
项任务落实；细化工作举措，努

力提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
性；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加
强领导、认真组织，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不断掀起学习热潮。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纪雨辰 谷东方）为进
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4 月
8 日上午，漯河市卫生健康委
在市中心医院举办“学党史、
促发展，强化疫情防控、提升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专题讲
座。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
与管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

研究所所长高建民以《中国
卫生体系及基层卫生服务》
为题，从中国卫生体系、基层
卫生服务、卫生体系改革3个
方面，向在场人员做了精彩
的讲解。此次讲座既有理论
高度，又有实践指导，对卫生
健康系统进一步深入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完善“四位一
体”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升

医疗服务能力，很有裨益。
漯 河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要

求，全市各医疗卫生机构不
能忘记初心，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卫生健康工作的
要求，弘扬“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切实担负起使命；要以坚
定的政治担当、良好的精神

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促进
医院发展、促进单位发展，为
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
廉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
疗服务；要认真思考各医疗卫
生机构功能定位、目前存在问
题，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
水平；委机关要带头做服务型
机关，服务医院发展、医生成
长，保障群众健康。

鹤壁举办学党史读书班

漯河举办学党史促发展讲座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史 尧）近日，华中阜外医院
心律失常科主任医师王现青团队联合心外科
主任医师葛振伟等专家，创造性地将心内膜电
极通过左侧腋下小切口，经心外膜途径，成功
植入患者左心室心外膜，挽救了23岁姑娘的生
命。相比传统的心外膜起搏技术，这种新技术
大大延长了起搏器寿命，整体效果良好。

患者半个多月前突然晕厥、意识丧失，后
转入华中阜外医院。患者三度房室传导阻滞，
心率只有30次/分，专家紧急实施临时起搏器
植入术，暂时保住了患者性命。

虽然仅有 23 岁，但患者已经有 20 多年的
求医经历。先天性心脏病、巨大室间隔缺损、
右心室发育不良、三尖瓣重度关闭不全……她
先后经历5次大手术，10余次住院。

专家们发现，患者原心外膜途径电极导线
已断裂。考虑到患者曾接受过上腔静脉与肺动
脉吻合术，且术前造影显示锁骨下静脉闭塞，已
无法再次进行传统的心外膜电极植入，专家们
想到了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无导线起搏器具有
创伤小、体积小、没有并发症等优势，特别适用
于无理想静脉通路、有美容需求的患者。

患者因基础疾病为巨大室间隔缺损、右心室
发育不良，右心室肌小梁萎缩、心内膜光滑，尽管
专家术中反复多次尝试，但是无导线起搏器仍无
理想释放位置，植入失败，治疗一度陷入困局。

就在这时，王现青想到了近年来新发展起
来的心内膜起搏导线电极。这款电极为目前
全球最细的主动固定电极，比传统电极体积小
一半，抗牵拉性好，减少了电极断裂风险。

能否通过微创小切口，用心内膜电极代替
传统心外膜电极，植入患者心外膜？

专家们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这一方法切实
可行。虽然这一方法在国内尚无经验可以借
鉴，但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专家们精准操作，小心翼翼地将心内膜电极通过左侧腋下小切
口，经心外膜途径，连接在患者左心室心外膜，这个创新办法果然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术中及术后反复多次检测，起搏位置稳定可靠，
参数良好，效果良好。

“起搏器工作状态良好，电池预估寿命12年以上，只要遵医嘱按
时服用药物，定期复查，完全可以回归家庭，开启正常生活模式。”王
现青开心地对患者说。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
员陈 娇）9 岁女孩出现“间断发
热、面色苍黄、乏力近 1 个月”，
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
被确诊为侵袭性 NK 细胞白血
病。接受干细胞移植后，患者病
情稳定，顺利出院。据了解，这
是河南首例侵袭性 NK 细胞白
血病患儿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
病例。

据该院小儿血液肿瘤病区
副主任医师王璐介绍，儿童侵袭
性 NK 细胞白血病非常罕见，该
类型白血病起病急，临床进展
快，表现为不明原因高热、乏力、
腹胀、黄疸、肝脾肿大、全身淋巴

结肿大和多器官功能衰竭，中位
生存期小于 2 个月，预后极差。
目前，该病尚无统一推荐治疗方
案，化疗多采用晚期 NK/T 细胞
淋巴瘤方案，唯一治愈方法为治
疗有效后尽快进行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

在中华骨髓库中幸运找到
合适供者后，医患双方共同努
力，选择非血缘外周血造血干细
胞为患儿进行移植。移植后 12
天，中性粒细胞成功植入，检查
结果显示移植成功；移植后 16
天，患儿病情稳定，顺利出院。
迄今，患儿已经移植后7个月，复
查结果良好。

本报讯 （记 者 卜 俊 成
通讯员周二彬）4 月 10 日，记
者从河南省第33个爱国卫生
月暨全省五星健康文明家庭
建设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
到，郑州市大力开展健康郑
州行动、卫生城市创建、城乡
环境卫生整治、健康细胞建
设等工作，爱国卫生运动成
效显著。

近年来，郑州市所有村庄
生活垃圾治理通过省级达标
验收，改水改厕成效明显。目
前，各县（市）均已编制县域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已
列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
1290个规划保留村中，已完工
538 个规划保留村，正在建设
的有418个村，铺设污水收集
管网约6524公里，累计完成投
资约 43 亿元。截至 2020 年，
全市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
造全部完成，6个县（市）、航空
港区共完成水冲式户厕改造
43.5 万户；全市 53574 座公厕
达标率65.45%，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3.4%。

郑州市连续 13 年持续深
化健康科普教育，每年举办健
康大讲堂3000余场次，累计受
众近400万人次；在电台、电视
台开设“郑说健康”栏目；编写

《城乡居民健康素养读本》《郑
州市民健康手册》；组织开展
健康达人评选、健康科普知识
竞赛活动等；面向全市发放疫
情防控政策和防护知识宣传
手册、海报、宣传页 100 万余
份；3个县（市、区）被评为国家
级健康促进示范县（市、区），
17 家医疗机构被评为省级健
康促进示范单位。2020年，郑
州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0.16%，较 2018 年提升近 14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水平约 4
个百分点。

郑州市积极推进无烟环
境建设，全市创建无烟单位、
无烟党政机关 2345 个。自
2017年以来，全市共组织开展

“全城清洁”行动193次，安排
行动点 22.5 万余个，共出动
528.1万余人次；2020年，投入
灭蝇药品近11.6万公斤，新增

防鼠设施 3.2 万多处，修补毒
饵站等设施4.83万多座，投入
鼠药40余吨，覆盖率达到95%
以上。全市二级及以上综合
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
例达到 48.6%，所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均能够
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完成了
年初目标（100%），88%的村卫
生室能够提供中医非药物疗
法。全市 81.25%的乡镇卫生
院、66.67%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全市
已在 120 家单位建成健康小
屋，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816.2万份。

截至2020年，郑州市拥有
国家卫生城市6个、国家卫生
乡镇27个，郑州市城区和所辖
6个县（市）全部创建成国家卫
生城市；创建成省级卫生乡
镇、小区（村）及卫生单位 855
个，省、市级健康细胞315个。
国家卫生健康委调研组给予
了“郑州市健康管理工作为健
康中国行动提供了借鉴，值得
复制推广”的评价。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张 磊
李红建）4月9日，洛阳市围绕“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主题，举行第33个爱国卫生月集中
宣传活动（如上图），通过树立典型、健教宣
传、多渠道互动等方式，倡导群众参与爱国
卫生运动。

在活动现场，洛阳市妇幼保健院、市第
五人民医院、洛龙区古城乡卫生院等25个无
烟单位受到表彰。

据统计，当天的活动共设置咨询台 30
个、展板200块，悬挂横幅60条，发放宣传折
页8000余份，义诊1200余人次。

本报讯 自1月1日焦作首针新冠
病毒疫苗开打以来，截至 4 月 8 日零
时 ，全 市 累 计 接 种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11.8941万剂次，无一人出现严重不良
反应。

据了解，为全面推进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4月30日前，焦作重点做
好前期重点人群第二剂次疫苗接种工
作。从5月起，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焦
作将全面开展 18 岁以上人群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6月底前完成常住人

口 40%以上人群接种任务。焦作要
求，各县（市、区）5月底前先完成常住
人口40%以上人群第一剂次接种，6月
完成常住人口40%以上人群第二剂次
接种。此外，焦作将继续开展18岁以
上人群补种工作，同时根据疫苗研究
进展，严格按照国家、省研究制订的老
年人、18岁以下人员、基础性疾病患者
等高危人群接种策略，全面安排接种
工作。

目前，焦作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委

托市疾控中心根据各县（市、区）需求
情况和省级分配疫苗到货情况，统筹
安排新冠病毒疫苗采购、分发、调配
等工作。焦作市要求各地结合目标
任务数，科学评估接种能力，扩容现
有接种单位，实时增设、合理布局新
的接种点。

自全面开展 18 岁以上人群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开始至 6 月底，焦
作市调整全市新冠病毒疫苗固定接
种单位工作时间，原则上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时间为周一至周四，常规免疫
规划疫苗接种时间为周五至周日，保
障每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时间不少
于3.5天。

为确保疫苗接种安全，焦作加强
了异常反应救治和监测工作，强化异
常反应医疗救治保障。在异常反应
处置过程中，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四
有”要求，做到有驻点急救急诊人员、
有急救设备药品、有 120 救护车现场
值守、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救治绿色

通道。
在做好疫苗接种的同时，焦作还

将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向公众大力
宣传疫苗在保护个人健康、控制新冠
肺炎疫情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公众
接种意愿，达到应接尽接、共建免疫屏
障的效果。同时，焦作继续积极倡导
保持合理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
公筷制等良好卫生习惯，引导受种人
员落实个人防护责任。

（王正勋 侯林峰 王全喜）

本报讯 （记者徐
琳琳）4月8日，2021年

“防艾专家进校园”活
动第 24 站在河南开封
科技传媒学院举行，
500余名在校师生参与
了本次活动。

活动开场，19 岁
小浩（化名）的真实故
事，吸引了师生们的
关注。高中阶段，小浩
学习成绩优异，但是到
了大学，他发现身边学
习比他好的同学比比
皆是，心理优越感逐
渐消失，进而变得自
卑，学习成绩一落千
丈。这时，小浩身边
出现一位学长，鼓励、
关心小浩，两个人慢
慢 地 发 展 成 了 同 性
恋，并发生了亲密关
系。半年后，小浩意外
发现学长竟然是一位
艾滋病患者，但为时
已晚。

在活动现场，开封
市疾控中心首席专家
孙洁提醒大家，小浩的
事情不是个例，艾滋病
疫情在青壮年群体中
上升较快，必须重视；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做好防护措施，杜绝
高危性行为，就有可能远离艾滋病的侵
扰。

参加活动后，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医学院学生吕志依说，老师会在课堂上讲
到艾滋病，因此，自己对这些是有所了解
的。但不少非医学专业的学生表示，以前
不是很了解，认为自己离艾滋病很远，不
会被感染，有了交往对象以后，会在网上
搜索相关的卫生安全问题。参加了“防艾
专家进校园”活动，他们才对艾滋病有了
新的认识。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性
传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而在青年
学生病例中，通过男男性传播感染率已达
81.6%，形势非常严峻。

近年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
教育厅持续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组
织开展系列校园宣传活动，不断提升高校
艾滋病防控能力，同时希望高校高度重
视，持续加大宣教工作力度，强化责任落
实，有效防控疾病传播。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历来高度
重视师生健康和艾滋病防控工作，广泛
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近年来，学院开
展的“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防
艾宣讲会、线下线上防艾知识竞赛、环校
园跑防艾知识竞赛、“携手防疫抗艾，共
担健康责任”主题微视频征集等活动，
在师生中形成广泛、积极的影响。2020
年，学院获批河南省高校防艾基金项目
3 项，防艾工作得到上级部门的肯定和
支持。

本次“防艾专家进校园”活动由省卫
生健康委、省教育厅主办，医药卫生报社、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承办，开封市卫生
健康委协办，河南省卫生健康药具管理中
心、开封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提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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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已接种11.8941万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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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侵袭性NK细胞白血病

郑州爱国卫生运动成效显著

洛阳开展爱国卫生月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