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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力乡村振兴助

物剪影人 物剪影人灵驿站心

近日，郸城县中心医院为帮扶
村东风乡郑庄行政村小郑庄村建设
的“连心亭”举办落成揭幕仪式。该
村及附近村庄的众多村民前来观
看，不停地鼓掌喝彩，对郸城县中心
医院助力乡村振兴所做出的一系列
帮扶工作，纷纷表示称赞。

落成揭幕的“连心亭”为实木
结构，呈六边形，设计风格古朴典
雅，是郸城县中心医院通过村容村
貌整改，优化公共活动区域，打造
宜居环境，提升村民幸福感，增强
村民归属感和凝聚力而建，成为该
村及周边村庄的一个美丽景观。
这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休闲场所，还
是医院爱心牵手村民，共同振兴乡
村的真实写照。

揭幕仪式结束后，村民们扶老
携幼，沿着村街一路走、一路观赏、
一路赞叹。一位头发全白的村民让

家人用三轮车拉到“连心亭”前，并
招呼老友一起坐到亭子里，感叹道：

“活到90多岁了，唯有这半个多月的
变化让我耳目一新。”

小郑庄村常住村民有400多人，
几十年来，住房从茅草屋到瓦房再
到楼房更换了无数茬，村民的住房
越来越漂亮，可居住环境却越来越
差。有的村民在村头、路边任意挖
土，留下许多土坑，给行人造成诸多
不便；庄稼秸秆、生活垃圾到处堆
放，狼藉一片；废水乱排，气味难闻
等，这不仅影响了村民的居住环境，
还存在较大健康、安全隐患。

10月22日，郸城县卫生健康系
统在东风乡召开“誓师”大会，打响
了人居环境治理战役。为此，郸城
县中心医院按照上级部门安排，选
派骨干人员，迅速组成驻村帮扶队，
指定副院长贾文峰带队入住小郑庄

村，与村委负责人经过沟通，决定采
取入户走访的方式，倾听村民的想
法和建议；实地测量规划，制定实施
整改方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帮扶队员
尽锐出战。同时，郸城县中心医院
先后派出施工队前往支援，拆除清
理乱堆乱放的杂物，清除乱搭乱建
的小棚子，拆除残垣断壁的围墙，整
理村头、胡同、路边的垃圾和庄稼秸
秆等。该院院长刘辉坐镇指挥，出
谋划策，组织村民积极参与村容村
貌整改等行动。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该
院出动人力600多人次，累计整治胡
同13个；拆除、修缮闲置庭院残垣断
壁 5 处，清理道路两侧荒地 3 处，拆
除破损围墙2处；雇用挖土机2台、垃
圾运送车5辆，清运秸秆、柴草、生活
垃圾320多车，挖土200多方（1方=1

立方米），自费购买土方近100方，用
于铺垫路边、胡同、住宅地基；进行墙
体刷白3600余平方米，绘画100余平
方米；栽种桂花树、大叶女贞、百日
红、石榴等观赏树木600余棵；购买大
砌砖、红砖、沙土、水泥用于危房改
造，安装了村街路灯；设计、建造“连
心亭”一座，并在周边栽种了翠竹、铺
上了草坪。

在入户整改时，刘辉看到孤儿
郑某家的门敞开着，院墙倒塌，屋里
屋外堆满柴草等，就立即组织人员
进行清理，购买土方垫院；铺上红
砖，砌起院墙，安装了大门，并进行
墙体绘画装饰；了解到郑某四处打
工挣不到钱，又为其在县城安排了
工作……

在刘辉的感召下，该院工作人员
积极发挥专长优势，适时向村民讲解
疫情防控知识、保健养生知识，并普

及了一些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
用药知识，以及宣讲国家的惠民政
策；详细讲解节俭、孝老和移风易俗，
以及节俭办婚事的好处；对清洁卫生
户进行表彰等。这一系列措施的顺
利开展，受到众多村民的好评。

如今的小郑庄村焕然一新——
昔日破败、充满脏臭味儿的村庄一下
子变得干净了、美丽了，穿村而过，处
处是风景，墙体绘画赏心悦目，文化、
政策宣传深入人心，村民满意度、幸
福感显著提升。

“我们建造‘连心亭’，寓意是与
村民一起，长期致力于小郑庄美丽
乡村建设的决心。今后，医院将在
该村定期开展义诊、送医送药活动，
将把小郑庄一时美变成世代美；推
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护佑村民身
体健康，牢牢守住乡村振兴‘健康
线’。”刘辉自信地说。

“赵主任，前几天，我的胸部扭伤，现在
已经不痛了，不会影响背药桶的，你就同意
我留在隔离点，继续值班吧！”近日，在南阳

市社旗县开元商务酒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社旗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的连泉向负责人赵力申请值班。

社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除了做好常
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外，还承担着全县全员
核酸检测、高速公路口疫情防控卡点、县城

“三城联创”等工作。近期，新一轮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隔离点值班任务突然变得繁重起
来，除做好日常工作外，还负责全县3个隔
离点的信息上报和场所消杀等任务，所以医
务人员出现紧缺现象。

“赵主任，请派我到隔离点去。”正当赵
力发愁派谁去隔离点值班时，刚从高速公路
疫情防控卡点下班，还未来得及休息的连
泉，来到赵力的办公室说。

于是，连泉很快来到社旗县开元商务酒
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值班。在那里，他承担起了场所消杀等任
务。除了每天9时～10时、16时～17时两次
的常规消杀外，还要对随时入住和随时离开
的人员及其住所进行消杀等。

“快点儿，你先把饭碗放下，因为马上有
4名次密接者入住咱们隔离点！”当天18时
左右，刚脱下隔离服准备吃晚饭的连泉听到
负责人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就急忙来到更衣
室，快速穿上隔离服。

18时30分，4名次密接者到达社旗县开
元商务酒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点。由于其中2名次密接者年龄偏
大，且患有其他疾病不能及时入住，需要在
大厅等候安排。工作人员一边向两位老人
解释原因，做好思想沟通工作，并将该信息
及时报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一边把

其他两名次密接者送入房间休息。
连泉严格按照消杀操作程序，先后对4

名次密接者进行入住流程宣讲、场所消杀
等。就这样，待两位老人顺利入住房间后，
连泉才放心脱下隔离服，来到餐厅吃晚饭，
这时已是20时许。当同事问饭菜需要热一
热吗？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连泉说：“正
好，这汤喝着不烫嘴，吃得快啊！”

据悉，该隔离点当天有4人办理入住手
续，3人解除隔离。由于入住人员和解除隔
离人员不是同一时间离开，这样就给消杀带
来了一定困难。对此，连泉回忆着说：“那
天，我过得很充实，就是背着‘药桶’对房间、
楼道及其他场所连续消杀而已（如图）。”

“单位正是需要人干活的时候，我不能
因身体伤痛就离开，必须坚守岗位。”原来，
连泉在值班时，右胸部不慎扭伤，疼痛不
已。于是，他一直强忍着疼痛坚守岗位。当
同事得知消息后，就劝他治病，休息几天，他
微笑着说：“我这点儿伤不算啥，只要坚守岗
位就是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今年，我才30多岁，当我看到疫情防
控先锋岗上那些离退休党员、干部不畏严寒
依然坚守岗位，我就肃然起敬。我要把心中
的敬佩化成工作时的干劲儿。”连泉说出了
心声。他表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他会积
极向同事学习，干好本职工作，为疫情防控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赵力说：“连泉背的是药桶，扛的是责
任，喷的是健康。”他的一言一行道出了社
旗县疾病预防控制人员的共同心声，就是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辛苦我一个，健康千
万人”。

“连心亭”扮靓小郑庄村
本报记者 侯少飞 通讯员 张海鹰

“小药桶”发挥“大作用”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赵兰奇 文/图

近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人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认
真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部署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中国人寿党委委员、副总裁
赵鹏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
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 5 年的工作
和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系统阐述了开
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深刻
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
务，对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
了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举旗定向、
思想深邃、气势恢宏，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
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性文献，是引领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

会议强调，全系统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五个牢牢把握”的要求，深化思想认
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充分认
识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深刻
领悟过去 5 年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深刻领悟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领悟以中
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使命任务，深刻领悟以伟
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的重要要求，深刻领悟团结奋斗的时代要
求，采取多种形式原原本本、逐字逐句深入
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等重要文件，深
入学习领会蕴含其中的重要思想、重要观
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会议强调，要笃行实干，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要紧紧围绕增进民
生福祉、保险为民的初心使命，更加坚持金
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专业性，关注大
健康大养老，切实发挥保险民生保障“安全
网”、经济运行“减震器”、社会发展“稳定
器”的作用。要紧紧围绕以伟大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记“三个
务必”，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葆系统党
员队伍生机活力。

会议要求，要多措并举，迅速在全系
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按照党中
央部署，结合中国人寿安排，迅速制定方
案，加强组织领导，科学统筹安排，明确
具体任务，尽快对全系统学习宣传贯彻
进行部署安排。要营造浓厚氛围，组织
和开展好党的二十大宣传报道工作，充
分反映全系统学习宣传贯彻的成果，将
学习宣传引向深入。

中国人寿党委班子成员、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会议精神，近日，中国
人寿南阳分公司第二营销部党
支部书记、经理赵光州，带领４
名党员志愿者来到南阳市梅城
公园，向市民宣传党的二十大
精神（如图）。

在活动中，党员志愿者零
距离、面对面向市民宣传讲解
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二十大
报告旗帜鲜明、主题突出、站位
高远、博大精深、气势磅礴、催
人奋进，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 伟 大 实 践 成 就 和 最 新 理
论。报告内容贯穿历史、现实
和未来，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
党的中心任务，系统擘画了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
的宏伟蓝图，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纲领、总
指引、总动员。百年成就无比
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
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
系列标志性成果，胜利实现了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使广
大市民深刻领会了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大家
认为中国人寿的党员志愿者对
党的二十大报告讲解通俗易
懂，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感染
力，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营
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肝癌的致命性，在于其
隐秘性及肝脏强大的代偿
性。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
在其癌变早期发现症状，一
旦发现不适症状，往往是中
晚期。

“因为肝脏上没有神
经，人们不会感到肝部疼
痛，所以很多肝癌患者发现
征兆时已经是中晚期，无法
手术治疗了……”台湾演员
高金素梅这样认为。她就
是一位肝癌患者，从1998年
发现肝癌后，至今一直在与
肝癌进行“斗争”。

她是幸运的，依据最新
文献显示，中国肝癌 5 年以
上生存期仅有12.1%。2020
年，全球肿瘤报告也显示，
中国肝癌的发病人数位列
中国所有肿瘤发病人数的
第五位，但是死亡人数排名
第二。造成高死亡率的原
因，正是肝癌的隐秘性及代
偿性。因肝部所有病变很
少引起疼痛，只有当肿瘤侵
犯肝包膜或者周围器官时
才会引起疼痛症状。另外，
肝脏还是人体再生与代偿
能力最强的器官，即使肿瘤在肝脏内已经长得
很大了，一部分患者的肝功能也可以正常发
挥。所以早期肝癌没有明显症状，即使出现胃
口不好、腹胀等症状，一般情况下，人们总认为
是胃肠道消化不好，自己就买一些药服用，能
够改善病情就行；直到病情越来越严重，实在
扛不住了才告诉家人。这时，有70%以上的患
者已经是中晚期了，甚至有不少患者已经失去
了手术治疗的机会。

体检是早期发现疾病的最好方法。对于
多数人来说，每年会给自己的汽车至少保养一
两次，但对自己身体的重视程度还不如汽车。

乙肝患者、肝硬化患者，以及家中有肝癌
患者，除了要监测乙肝病毒DNA（脱氧核糖核
酸）定量及肝脏功能，每 6 个月还要做一次腹
部B超检查+血清甲胎蛋白（AFP）检查。如果
处于肝癌的高发年龄（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
上女性），以及爱喝酒的朋友，建议每年体检
一次，发现异常就考虑做上面的检查项目。
如果没有乙肝抗体，建议尽快接种乙肝疫苗；
如果爱饮酒，需要戒酒，即使不能在短时间内
戒酒，也应逐步控制饮用量，并定期检查肝功
能情况。

早期肝癌可选择外科手术或射频消融术；
中期肝癌可选择外科手术，并结合微创介入手
术；晚期肝癌可选择微创介入手术，并结合口
服靶向药物或静脉输注免疫药。对于外科手
术，大家容易理解，可能对射频消融术和微创
介入手术有点儿陌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
两种都属于微创介入手术的范畴，具有共同的
特点是不用开刀，只需要一根细针，把治疗工
具送到癌灶内部，直接把肿瘤“烧死”（射频消
融术或微波消融术）、“冻死”（氩氦刀冷冻消融
术）、“毒死”“饿死”（动脉化疗栓塞术）、“辐射
死”（放射粒子植入术）等。手术后，患者的身
体上仅留一个针眼，这些手术具有反应小、恢
复快等特点。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综合介入科）

“医生，非常感谢你治好了
我的病，我一直坚持服药。但我
的年龄也不小了，和老公商量后
想要孩子，我能停药吗？”上周，
一个复诊患者这样问我。

进入冬季，由于精神疾病的
发病率高，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SGA）的使用逐渐增多，对于服
用 SGA 的女性在孕期或计划怀
孕期间，应该继续用药还是停止
用药确实是一个难题。

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育龄
妇女，我们首先要对其做出全面
评估，不仅要评估其精神症状对
生活的影响，还要考虑药物和年
龄对于患者及可能妊娠所带来
的影响；并向患者充分说明，详
细了解疾病的风险和药物对于
怀孕的影响，明白事物具有两
面性，需要权衡利弊，然后共同
做出明智决定。

假如患者最终决定停药，并
愿意承担相关风险，考虑到药物
半衰期（指血液中药物浓度，或
者体内药物量降低至 1/2 所花
费的时间），一般停药后经过 5
个半衰期，可以认为患者体内的
药物浓度已基本消除。同时，考
虑药物代谢产物的影响，停药两
三个月后再考虑怀孕，一般对胎
儿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当
然，备孕期该补充的叶酸和孕前
检查必不可少，全面的检查可为
优生打好基础。

事实上，更多的专业人士并
不建议完全停药，因为根据有关
研究结果，表明患有严重精神疾
病（如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
症）的孕妇及分娩后6个月是精
神疾病复发的高风险期，美国妇
产科医师学会（ACOG）建议，为

了防止精神疾病复发，不应在孕期停用抗精神
病药。而孕期未经治疗的精神分裂症、双相情
感障碍等严重精神疾病，可增加后代先天性畸
形及早产儿、低体重儿、慢性高血压、先兆子痫
等并发症的风险。同时，其后代罹患神经发育
和认知功能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风险将显
著增加。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利弊后，最终大多
数专家认为，对于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或精神分
裂症的孕妇来说，最好不让其同时面临疾病复
发和未服药造成的双重风险。比较合理、危害
较小的选择是使用最小剂量的 SGAs（第二代抗
精神病药物）维持疾病治疗。在小剂量药物的
基础上做常规备孕，做好围产期保健，让母子安
全度过危险期。

在不得不服药的情况下，选择相对安全的
药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FDA是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英文缩写，是负责进口食品、药物
及保健品的管理和监察的权威机构。该机构根
据药物对动物或妊娠妇女不同程度的致畸危
险，将药品的安全性分为 A、B、C、D、X 五类，有
一些药物有两个不同的危险度等级，分类 A：可
能对胎儿的伤害极小；分类 B：在早孕妇女的对
照组中，并不能肯定其副反应；分类C：药物仅在
权衡对胎儿的利大于弊时应用；分类D：对人类
胎儿的危险有肯定证据；分类 X：该类药禁用于
已妊娠和将要妊娠的妇女。用药原则是尽量杜
绝 D 类、E 类药物使用，因为大多数抗精神病药
属于C类，对胎儿的影响不算太大。对此，我们
应在保证病情稳定的前提下，尽量避免丙戊酸
钠、碳酸锂及大多数苯二氮卓类药物的使用，因
为这些D类药物的确有很高的致畸风险。

如果考虑用药时机，应避免孕前期使用。
因为胚胎着床至妊娠的 12 周，是药物致畸的敏
感期。如果在这一时期使用药物，造成相应部
位的组织或器官发育畸形的概率较高。在妊娠
12周至分娩期间，胎儿器官已经基本形成，药物
的致畸作用明显减弱，但药物对神经系统的影
响却依然存在。

综上所述，我们的原则是保证患者及胎儿
的安全和健康，在此基础上要综合考虑，分清利
弊，制定一个对患者及胎儿影响最小的方案，以
保障患者的生育权，同时做好充分准备，进而为
优生优育打下良好基础。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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