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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故事

鹤壁积极谋划2023年重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 平 通讯员

王 雁）蝉联国家卫生城市荣誉称
号；2020 年、2021 年连续两年被评
为全省唯一健康城市建设样板市，
健康城市建设经验入选《中国健康
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22）》；平安
医院建设考核连续三年位居全省
前三……11 月 20 日，在鹤壁市卫
生健康委召开的2022年工作总结

暨2023年工作谋划会议上，鹤壁市
卫生健康工作展示的成绩喜人。

据悉，2023 年，鹤壁市卫生健
康系统将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卫生健康方面的重要论述这“一条
主线”，强化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

“两个统筹”，突出抓好“十项重点
工作”，全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

鹤壁市要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
动态清零不动摇，进一步建立健全
工作机制，完善救治体系，不断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深入实施健康鹤
壁行动，常态化巩固创卫成果，持
续推进全国健康城市建设，广泛开
展健康乡镇、健康村、健康单位等
健康细胞工程建设，做实健康促

进，促进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
为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持续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鹤壁市将积极
推进河南省儿童医学中心豫北分
中心、河南省肿瘤医疗中心豫北分
中心、河南省心血管医疗中心豫北
分中心、省级区域中医康复专科诊
疗中心项目建设；保障重点人群健
康，持续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落实支持三孩生育的配套政策，提
升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完善妇幼
健康服务体系、危重孕产妇和危重
新生儿救治体系、产前筛查和产前
诊断以及新生儿疾病筛查体系，加
快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系建设，继
续落实好免费筛查民生实事工作，
构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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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 娟）11 月 20
日，复旦版《2021年度中国医院综合
排行榜》和复旦版《2021年度中国医
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发布。河南两
家医院进入综合排行榜百强名单，
两个专科进入前5名。

两家医院分别是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位列第19名）、河南省人
民医院（位列第83名）；两个专科分
别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
学、生殖医学，分列全国专科声誉排
行榜第2名、第3名。

此外，河南还有 3 个专科进入
专科声誉排行榜前10名，分别是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位
列专科声誉排行榜第8名）、麻醉科
（位列专科声誉排行榜第 9 名）；河
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位列专
科声誉排行榜第9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 19
个专科进入专科声誉排行榜提名，
分别是整形外科、眼科、血液科、胸
外科、心血管病专科、小儿外科、肾
脏病专科、神经外科、普通外科、皮
肤科、检验医学、核医学、妇产科、放
射科、耳鼻喉科、感染科、病理科、变
态反应、精神医学。

河南省人民医院有3个专科进
入专科声誉排行榜提名，分别是麻
醉科、超声医学、重症医学科。河南
省肿瘤医院肿瘤科进入专科声誉排

行榜提名。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进入专科声誉排
行榜提名。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精神医学专科获专
科声誉排行榜提名。

自2010年起，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每年推出上一
年度的全国医院排名结果，至今已连续发布13个年度的榜
单。今年，全国共有100家医院进入“复旦版中国医院综合
排行榜”，42个专科（前10名）榜上有名。

开封

“营商环境体验官”聆听群众诉求
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

赵 敏）近日，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党组
经过研究讨论，决定推出“营商环境体
验官”集中体验创新活动，推动“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走深走实，强化“人
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

处处彰显营商环境”的责任意识。每
月由相关领导指派一两位科室负责人
充当“营商环境体验官”，利用半天时
间担任市民之家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
员，直接负责办事群众咨询、受理、办
结工作。

通过此次活动，干部职工不仅开
阔了思维和视野，还使自己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只有真正下沉到窗口一
线，才能听到办事群众的诉求，才能
使工作更加贴近群众需求，让群众满
意。

OCT找出“漏网之鱼”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李汝衡

近日，80岁的吴先生在接受颈内
动脉支架成形术后，出现言语不清等
症状，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医
院接受 OCT（光学干涉断层扫描成
像）检查后，发现了“漏网”的斑块，经
对症治疗后病情好转。而 OCT 检查
多用于心脏、眼底动脉检查的技术，诊
断颈动脉狭窄在河南还属于首例。

前不久，吴先生起床时发现右侧

身体没有一点儿力气，在当地医院检
查后，被确诊为左侧颈内动脉起始部
重度狭窄。吴先生在当地医院接受颈
内动脉支架成形术后，效果并不明显，
还出现了言语不清等症状，转诊至河
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医院为
吴先生完善相关检查，发现原支架内
有异物。但是，由于支架和血管壁紧

密贴合，医生从影像学检查上，很难准
确判断异物到底是什么。如果异物是
血栓，有可能是支架没有完全贴合血
管壁造成的；异物如果是斑块，那有可
能是颈内动脉支架成形术的“漏网之
鱼”。

为了明确诊断，专家提出，用
OCT进行近红外光扫描，产生高分辨
率的组织显微图像，能够清晰、直观地
看出血管内部情况。经过检查，病灶
原形毕露——斑块。

有了明确的诊断，医生很快制定
出了治疗方案：放置一个更加致密的
支架。经过对症治疗，吴先生的症状
大为减轻，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精神。

安阳市口腔医院

成功完成机器人
口腔种植手术

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郝予焱）日前，安阳
市口腔医院种植科成功完
成机器人口腔种植手术，标
志着该院口腔医疗技术再
提高，进一步增强了种植术
的精度和质量。

患者杨女士的右上前
牙因儿时外伤被拔掉，长期
的牙齿缺失，牙槽骨严重萎
缩，达到骨量极限，鼻腭神
经管发育膨大，后期虽然接
受了隐形义齿修复，但是她
仍觉得影响咀嚼和美观。

一年前，杨女士来到安
阳市口腔医院种植科进行
数字化3D（三维）钛网骨增
量手术，得到了理想的骨
量。近日，该院种植科团队
为患者进行口腔种植手术，

在口腔手术机器人的引导
下，以修复为导向，完成种
植体的精准植入，手术顺利
完成。

“本次手术使用的是国
产自主知识产权、首款获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
口腔手术机器人。它利用
支持多条种植路径规划软
件的主机、光学跟踪导航系
统和机械臂，根据术前设计
好的手术规划，全程动态导
航，获得了理想的植入效
果。”种植科主任赵西博介
绍，该机器人依据数字化3D
技术可精准完成口腔种植
手术，使得预备窝洞及植入
植体精确至亚毫米级水平，
4 个月的骨愈合期过后，再
为该患者进行数字化修复。

紧急救治
主动脉夹层患者

□侯林峰 闵 捷

“我的胸背部剧烈撕裂
样疼痛、胸闷症状全部消失
了！”日前，在河南理工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胸
外科二区病房里，31岁的患
者高兴地对查房的心脏外
科胸外二区主任宁玉林说。

患者家住博爱县，5 天
前凌晨，突然出现胸背部剧
烈撕裂样疼痛，被紧急送到
当地医院就诊，医生怀疑患
者为A型主动脉夹层。按照
当时防疫政策规定，患者所
处区域就诊需要先进行3日
隔离，但是患者病情危急，
需要马上救治。

宁玉林接到通知后，当
机立断上报患者的情况。
按照上级和医院疫情防控

要求，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立即派120救护车接
诊患者，同时启动绿色通
道，一个小时后，患者被送
到该院急诊科。完善相关
检查后，患者确诊为A型主
动脉夹层。

经过紧张的术前准备，
11月11日上午8时，宁玉林
带领团队为患者实施了“改
良 David 手术+升主动脉置
换+主动脉全弓置换+象鼻
支架植入术”。10 个小时
后，手术顺利完成。术后，
患者完全清醒，顺利拔除气
管插管。

截至11月23日，患者各
项生命体征平稳，仍在医院
接受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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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哈密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新星
市（以下简称第十三师新星
市）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河南
省委、省政府立刻选派援疆
抗疫专家驰援当地疫情防控
工作，来自郑州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的冯得敏和邢庆娜就
在其中。

到达第十三师新星市后，
冯得敏和邢庆娜被分配到第十
三师新星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分管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学调
查与溯源工作。她们不分昼夜
连续作战，制定流调机制、指导
流调注意事项、疫情案例分析
和研判等，同第十三师新星市
医务工作者一起攻坚克难，为
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贡献智慧和
力量。

冯得敏和邢庆娜按照疫情
防控“2+4+24”（即 2 个小时内
到达现场并开展相应的流调
工作，4个小时掌握基本信息，
24 小时内写出初步的流行病
学调查报告）的要求，精准流
调，筑牢防线，不断研判分析，
寻找与传染源、传播途径有关
的蛛丝马迹，将一个个看似毫
无关联的事实片段，不断复
盘，串成一条条紧密连接的传
播链条，确保每一位密切接触
者都能及时进行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防止病毒扩散；摸清
每一位异常人员的活动轨迹，
追溯感染来源，用信息跑赢病
毒，为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
撑，为疫情防控提供准确翔实
的一手资料。

“作为一名党员，当然要
带头干。”冯得敏说。为了守
护群众健康，她将 3 岁的女儿
送回老家，心无旁骛地投入援
疆抗疫工作。同样身为医生
的丈夫也在家乡河南参加抗
疫工作，一样的流调工作者身
份，让流调经验探讨占据了夫妻俩通话的大部分
内容。

“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作为一名医务工
作者，我必须冲在前面。”邢庆娜说。在一次出流
调任务前，邢庆娜就感到胃部隐隐作痛，恰好又
遇到一位不太配合工作的群众，邢庆娜和队员耐
心地反复劝说了两个多小时，那名群众才愿意配
合工作。当完成流调任务回去、脱下防护服时，
队员才发现邢庆娜因胃痛紧皱的眉头和额头上
的冷汗。领导和同事都劝她回宿舍休息一会儿，
她却说：“现在防疫任务重、人员紧张，关键时刻
我不能离开岗位。”当天，邢庆娜坚持完成工作后
才去休息。

在抗疫前线，有很多像冯得敏和邢庆娜一样的
“幕后先锋”，用平凡奉献书写着不平凡的抗疫故
事。

11 月 20 日，许昌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卫生监督
员进行现场业务学习。连日来，许昌市卫生计生监
督局在东城区、建安区举办“微宣讲、走基层”活动，
对东城区、建安区卫生监督员进行服务型行政执法

“理论知识+现场教学”培训。
侯林峰 邓楠楠/摄

二十条优化措施出台后，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21日公布
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实
施办法》《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划
定及管控方案》《新冠肺炎疫情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指南》《新冠肺炎
疫情居家健康监测指南》4个文件，
进一步指导各地各部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

不同地区怎么开展核酸检
测？高、低风险区划定标准和管控
方案是什么？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时有哪些自我管理要求？哪些人
要进行居家健康监测？上述文件
对此一一作出解答。

核酸检测怎么开展？
早发现早处置

早发现是及时处置疫情的关
键之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核酸
检测实施办法》在常态化监测和区
域核酸检测两方面对各地开展疫
情监测工作作出指导。

在常态化监测方面，该办法要
求重点机构和场所常态化下应做
好相关人员症状监测，可根据当地
防控需要组织开展核酸抽检。辖
区内出现1例及以上本土疫情后，
应及时组织完成 1 次全员核酸检
测，后续可根据检测结果及疫情扩
散风险，按照每天至少20%的抽样

比例或辖区检测要求开展核酸检
测。

同时，医疗机构对所有发热患
者、不明原因肺炎和住院患者中严
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所有新入
院患者及其陪护人员等开展核酸
检测。

在区域核酸检测方面，该办法
要求疫情处置过程中，在流行病学
调查基础上，根据疫情发生地区人
口规模大小、感染来源是否明确、
是否存在社区传播风险及传播链
是否清晰等因素综合研判，根据风
险大小，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确
定检测人群的范围、频次和先后顺
序。

根据该办法，省会城市和千万
级人口以上城市疫情发生后，经流
调研判，传播链不清、风险场所和
风险人员多、风险人员流动性大，
疫情存在扩散风险时，疫情所在区
域每日开展1次全员核酸检测，连
续 3 次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
后，间隔 3 天再开展 1 次全员核酸
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可停止全员
核酸检测。

不同风险区域怎么管？
实施分类管理措施

二十条优化措施将风险区由
“高、中、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

类。不同风险区域划定的标准是
什么？分别需要采取哪些防控措
施？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划
定及管控方案》，一旦发生本土疫
情，要尽早将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所在县（市、区、旗）精准划分为高
风险区、低风险区两类风险区，统
筹各方面力量，实施分类管理措
施。

该方案明确，原则上将感染者
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
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
域，划为高风险区。

该方案明确，高风险区连续 5
天未发现新增感染者，且第5天风
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
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低风险区。

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
的其他地区划定为低风险区。实
行“个人防护、避免聚集”，离开所
在城市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此外，所有高风险区解除
后，县（市、区、旗）全域实施常态化
防控措施。

根据该方案，疫情处置过程
中，如个别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对
居住地、工作地、活动区域造成的
传播风险较低，密切接触者已及时
管控，经研判无社区传播风险，可
不划定风险区；未发生本土疫情的

县（市、区、旗），要切实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无需划定风险
区。

居家隔离怎么做？
期间赋码管理

哪些人需要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有哪些
自我管理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医学
观察指南》明确，管理对象包括密
切接触者中的特殊人群、解除集中
隔离后的密切接触者和入境人员、
高风险区外溢人员及其他经专业
人员评估无法进行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的人员。

根据该指南，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者应当每天早、晚各进行1次体
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监测，并将监测
结果主动报告至社区医学观察管
理人员。居家隔离期间赋码管理，
居家隔离人员严格做到不外出，拒
绝一切探访。对因就医等确需外
出人员，经所在社区医学观察管理
人员批准后方可外出，安排专人专
车，全程做好个人防护，落实闭环
管理。

其中，非单独居住者，其日常
生活、用餐尽量限制在隔离房间
内，其他人员不进入隔离房间。隔
离房间内活动可不戴口罩，离开隔

离房间时要戴口罩。尽量减少与
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必须接触时保
持1米以上距离，规范佩戴医用外
科口罩。

根据该指南，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人员需根据相关防控要求配合
工作人员完成核酸检测、抗原自测
和结果上报。

居家健康监测怎么做？
非必要不外出

哪些人需要居家健康监测？
居家健康监测人员有哪些管理要
求？

《新冠肺炎疫情居家健康监测
指南》明确，适用对象为结束闭环
作业的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新冠
肺炎感染者出院（舱）人员及其他
经专业人员评估需进行居家健康
监测的人员。

根据该指南，实行居家健康监
测人员每日早晚各测量1次体温，
做好症状监测，并向社区（村）如实
报告。居家健康监测期间，本人要
严格落实非必要不外出，如就医等
特殊情况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规
范佩戴 N95、KN95 颗粒物防护口
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同
时，需根据防控要求配合完成核酸
检测。

（据新华社）

核酸检测怎么开展？居家隔离怎么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文件看点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