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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故事

谷博：让超声介入技术在哈密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郭娅妮 通讯员 马志娟

“我是幸运的，被选中参加
援疆工作。援疆工作是一批又
一批援疆人的传承接续，每一位
援疆人都是平凡而伟大的，只有
拿出不怕吃苦、无私奉献的精
神，才能把援疆工作干好，让新
疆变得更好。”谷博说。

谷博来自河南省肿瘤医院
超声医学科，主要专业是超声介
入。2021年9月，谷博作为河南
省第十批援疆人才，来到哈密市
第二人民医院（哈密市肿瘤医

院）功能科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援
疆工作。

来到哈密后，谷博决定在援
疆期间，立足本职工作，发挥技
术专长，把前沿的理念、先进的
医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留
下来，为哈密人民的健康保驾护
航。“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使命所
在。”谷博说。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超声
介入治疗成为一种疾病治疗方
法，被国家列入“十四五”规划期

间临床专科能力建设的重点之
一。谷博从事的超声介入专业，
在介入治疗、穿刺治疗、局部微
创治疗中占据大部分内容，是介
入诊疗中不可或缺的技术。超
声介入的主要特点是在实时超
声显示下，将穿刺针、导管准确
地插入人体内的病变部位，进行
穿刺抽液、细胞学或组织学活
检、置管引流、肿块消融、粒子治
疗等诊断和诊疗技术。

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功
能科经过历年的发展，已经能开
展所有超声常规诊疗工作，但是
超声介入技术在临床应用方面
还是空白。谷博针对科内现状
立下目标：在功能科建立超声介
入小组团队，实行师带徒，带动

科内年轻医师共同学习进步。
据谷博回忆，2021年12月，

一名 64 岁的老年患者，因胸腺
神经内分泌肿瘤入院。经检查，
患者存在心包积液、胸腔积液。
为尽快缓解患者症状，进一步明
确患者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性
质，相关科室医务人员会诊后，
建议为患者进行心包积液穿刺
引流术。心包穿刺引流术是一
项比较复杂、风险较高的诊疗技
术，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得
较少，且患者左侧胸腔及心包积
液量非常大，手术操作的难度也
比较高。

在了解患者的各项情况后，
谷博为该患者实施了 B 超定位
下心包穿刺引流术。谷博带领

科内年轻医师通过B超定位、麻
醉、穿刺、置管等操作，成功为患
者引出暗红色心包积液1000毫
升左右，患者呼吸困难症状得到
明显缓解。

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功能
科主任李玲说，超声引导下实
时穿刺引流术可以在穿刺过程
中实时超声监视动态操作，路
径清晰，可最大程度避开大血
管及周边重要组织，避免不必
要的损伤。这项技术填补了哈
密市第二人民医院这方面的技
术空白。

除了积极开展新业务、新技
术，谷博坚持每周带领科内医师
开展理论知识和业务学习，加强
对年轻医师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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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李龙飞）11月18日，漯河市卫生
健康委启动 2022~2026 年度临床
重点（培育）特色专科建设，进一步
推进全市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学科影响力、引领力、辐
射力，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当前，漯河市临床专科能力
建设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国家出
台了“十四五”国家临床专科能力
建设规划，从国家、省、市、县不同
层面分级分类开展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实施临床重点专科“百千
万”工程，促进临床专科均衡、持
续发展。河南省持续优化资源布
局，引导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延伸、
区域布局协同发展，构建完善优
质高效的省、市、县三级医疗服务
体系，推进省辖市“十大专科”建
设。漯河市大力实施名医带名
科、名科促名院、名院育名医“三
名联动”战略，制定了《漯河市临
床专科能力提升工作方案》，不断
提升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发展
水平。

专科建设是医院发展的核心，
抓好临床专科能力建设，要以国
家、省、市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为推动力，积极探索，主动工作，做
好专科发展建设近期谋划和长远
规划，全力推动漯河市专科能力建
设再上新台阶。

市县两级要更好地把握医疗
服务的技术水平和发展方向，引入
竞争机制，加强动态管理，通过加
强重点专科建设，带动医院整体医
疗服务水平的提升，满足人民群众
多层次的看病就医需求。

各县（市、区）、各单位要强化
保障措施，营造临床专科能力建设
的良好氛围，立足现实，锚定长远，
落实重点专科建设优惠政策，实行
四优先：经费投入优先，科研立项
优先，设备购置优先，人才培养优
先，确保各项配套政策和资金投入
及时落实到位。

微创手术治好了
她的“脆性骨折”

本报记者 王 婷 通讯员 石婉嘉

76岁的苏女士前几日
打了个喷嚏后，就出现了
很严重的腰背疼痛，下不
了床。起初她并未在意，
想着休息几天就好了，没
想到越休息越严重。

她无意间得知郑州市
中心医院可以解决她的问
题，便来到该院找到神经
脊柱外科主任孙国绍。经
过一番询问和完善相关检
查后，孙国绍判断苏女士
可能是胸腰椎骨质疏松性
压缩性骨折，即“脆性骨
折”。经磁共振检查发现，
苏女士第 12 胸椎和第 1 腰
椎压缩性骨折；骨密度结
果显示，苏女士钙含量不

及正常人的三分之一。“脆
性骨折”是指身体或肢体
在没有受到明显外力，或
者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外力
就发生骨折的情况。完善
术前准备后，孙国绍为苏
女士实施了经皮椎体成形
术。次日，苏女士就能下
床活动了。

孙国绍说，经皮椎体
成形术是一种微创手术，
在局麻下，只需要穿一根
导针到骨折的椎体就可以
进行撑开复位，再填充骨
水泥，从而达到稳定，手术
时间短、创伤小、疼痛缓解
快，术后不需要再用药物
镇痛。

11月18日，在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干部职工制作棉坐垫。当天，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举办“织爱
行动 情暖崤函”冬季儿童关爱志愿活动，机关干部职工制作出一份份爱心棉坐垫、织物，为困难儿童、
留守儿童的冬天增添一份暖意。 刘 岩 朱海波/摄

11 月 20 日，在南阳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为患者做检
查。当天是中国心梗救治日，今年的主题为“心梗拨打120，
胸痛中心快救命”，南阳市中心医院开展相关科普惠民义诊
活动，宣传急性心梗的危害性和防治的重要性。

乔晓娜 张馨月/摄

11月18日，在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胸痛中心医
务人员为群众示范心肺复苏操作。当天，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附属医院胸痛中心团队开展了中国心梗救治日义诊宣教活
动，进一步提高公众防范意识，普及急性心梗规范化救治流
程。 王明杰 杨丹蕾/摄

心梗拨打120
胸痛中心快救命

近日，穆女士被鱼刺卡住喉咙
后，盲目吞咽食物，导致鱼刺越刺越
深，被紧急送进了 ICU（重症监护
室）。

家住鲁山县的穆女士，一天中午
吃饭时用鱼肉拌饭，不小心鱼刺随饭
吃了进去，起初穆女士并没太在意，
赶紧又扒拉几口饭，希望能把鱼刺压
下，但是喉咙一直有异物感。当天下
午，穆女士出现剧烈的咽喉部疼痛，
甚至整个肩背部都疼痛难忍，还有越
来越严重的呼吸困难，立马到医院就

诊。经 CT 检查，情况十分危急，穆
女士被急诊转到阜外华中心血管病
医院，收入综合ICU。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胸外科
副主任胡为才接到急诊后，完善检查
并召集多学科专家会诊后，发现一根
长长的三角形鱼刺前端刺破穆女士
的食管壁延伸到胸主动脉旁，如果鱼
刺不能被及时安全地取出，很有可能
导致感染，诱发呼吸衰竭，甚至刺破
主动脉，导致大出血。

综合判断患者情况后，胡为才邀

请消化科专家共同手术。专家们在
内镜下仔细探查，进行胃镜下食管异
物取出术。术中，专家发现食管脓腔
内这根鱼刺长达3.5厘米，距胸主动
脉仅几毫米。术后第二天，穆女士转
入胸外科病房。经过积极的抗感染
治疗，穆女士很快就康复出院了。

胡为才提醒大家，食管异物在临
床上很常见，不仅有鱼刺，还有鸡骨、
枣核等。当发生异物卡喉时，患者一
定要立即停止进食，及时就诊，切勿
自行用土方法解决。

患者误食鱼刺后……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董夏竹

“我在医院看病时，医保卡丢了，不知道该
找谁帮忙找，医院要能有个帮忙找东西的人就
好了……”“我在医院打印核酸报告时，机器没
有纸了……”这是群众通过微信扫描济源市人
民医院张贴的二维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据
了解，今年5月份开始，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职
工履职尽责能力，增进干事创业本领，济源市
人民医院拓宽群众投诉渠道，在医院各重要出
入口、窗口、各楼层张贴提意见二维码，群众可
以直接扫码提建议、意见。

为了鼓励群众多提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济
源市人民医院完善奖励性机制，为提建议的群
众赠送体检卡和一些定制的礼品。自活动开
展以来，济源市人民医院安排专门工作小组负
责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患者及家属提
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尽可能立行立改。“群众所
提的意见我们都会深入了解、逐一回复、跟踪
回访、务求实效，努力达到群众预期，提升群众
满意度。”该院工作人员伍俊龙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群众所提的意见大多围绕
就医问诊、预约诊疗、医疗服务、区域设置
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济源市人民医院做
了多方努力。针对群众提出的产科住院舒
适度不太好的问题，该院重新调整产科布
局，重新装修设计。针对群众提出的丢了东
西不知道找谁的问题，该院专门设置了失物
招领处，并安排工作人员尽可能想办法联系
失主。针对群众提出的预约诊疗等问题，该
院也大力推进信息化服务，让群众就医更加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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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员
井 方）11月21日，记者从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获悉，全国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办公室、健康中国行动推进
委员会办公室公布 2021 年度健康
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
模式试点工作评估结果通报，10个
试点城市获表扬，郑州市是其中之
一。

2020 年 12 月，全国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健康中国行动
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在全国遴选了
15 个城市开展试点，探索以健康
城市为抓手，以妇幼健康促进行
动、癌症防治行动中的宫颈癌防
治为重点，促进形成有效工作模
式，助力健康中国行动进一步取
得实效。近期，全国爱卫办、健康
中国行动推进办会同国家卫生健
康委妇幼司，组织国家癌症中心
对 2021 年度试点工作情况进行了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郑州市
等 10 个工作实、成效好的城市提

出表扬。
为提高宫颈癌阳性筛查率，降

低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2018年
郑州市政府将适龄妇女免费“两
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列为重
点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建立以政府
主导、多部门协作、区域医疗资源
整合、全社会参与的妇女“两癌”防
治模式和协作机制，提高医疗机构
的服务能力，逐步提高广大妇女自
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

郑州市站位全局，统筹管理，
首先成立了“两癌”筛查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涵盖郑州市卫生健康
委、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妇女联
合会、郑州市民政局主管领导及相
关处室负责人。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明确项目
工作职责，做好业务培训、技术指
导、项目监督评估以及项目专项资
金的保障和监管；定期召开项目实
施推进会，通报项目进展情况。全
市上下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配

合、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良好工
作格局。其次，组建技术指导小
组，成员涵盖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郑州市人民医
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相关专
家；负责制定全市免费“两癌”筛查
工作的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参与
全市“两癌”筛查机构的技术指导、
绩效评价、质控督导等工作。再
次，设立市级培训指导中心，承担
市级培训、技术指导、质量控制等
任务，确保免费“两癌”筛查科学规
范开展。截至目前，郑州市累计派
出专家 300 余人次，为基层培训专
业技术人员1600余人次。

郑州市还强化考核评价，保障
质量安全。为推进全市免费民生
实事筛查工作，加强民生实事项目
考核，抓好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
由郑州市卫生健康委牵头，抽调市
级技术指导专家组成员，每年两次
对全市十区六县市所有定点筛查
服务机构进行现场督导考核及技

术指导帮扶工作，实现全年督导质
控覆盖率达 100%。专家组对质控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追踪，不断
优化工作流程，持续提升服务能
力。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郑州
市还积极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
宫颈癌防治，一方面充分发挥工
会、妇联等群团组织的作用；另一
方面，利用公共媒体、多媒体、自媒
体等形式宣传“两癌”筛查、预防、
诊治等相关知识，还组织专家团队
走进社区、乡村、家庭，开展群众性
健康科普知识讲座、公益咨询达
100余场，受益群众达8000余人次，
切实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增强服
务对象的保健意识和参加检查的
积极性。

此外，郑州市还依托郑州市妇
幼保健院成立了郑州市宫颈癌防
治中心，成功申报郑州市宫颈癌防
治重点实验室，全面负责宫颈癌预
防的健康促进工作，指导基层开展

宫颈癌预防的健康教育活动，推广
宫颈癌疫苗接种等适宜技术；建立
全市宫颈癌筛查、诊断、治疗体系，
完成宫颈癌防治协作网络建设，实
现联防联治；开展宫颈癌及 HPV
（人乳头瘤病毒）流行病学调查，实
施干预措施效果评估；开展宫颈癌
预防与治疗相关科研；承担全市宫
颈癌防治相关业务培训、质量控
制，提高相关机构的筛查、诊断技
术；建立全市宫颈癌数据中心，进
行相关信息分析，为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目前，郑州市的免费民生实
事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并达到出

‘群众得实惠、政府得民心’的良好
效果。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提高
认识，增强办好民生实事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解
决筛查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为
全市妇女朋友们的健康保驾护
航。”郑州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说。

郑州宫颈癌防治工作获国家表扬

新闻记者证注销公告

陈琳君同志因职务变动，现为我报社长、总编
辑，负责报社全面工作，其中，包括经营工作。根据
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现由本人主动提出注销作废并回收记者证，记
者证编号：B41002466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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