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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亮点

武陟：“十个一”关爱白衣天使
本报讯 1 月 16 日，焦作市武

陟县近5000名医务人员全部领到
了县委、县政府发放的“爱心大礼
包”。“爱心大礼包”是武陟县开展
对医务人员关心关爱“十个一”活
动的一项内容。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关
心关怀医务人员的良好氛围，春节
来临之际，武陟县在全县组织开展
关爱医务人员“十个一”活动，通过
政治上关心、经济上关注、家庭上
关爱系列暖心服务，尽心尽力帮助
医务人员解决困难。

送上一封慰问信。针对目前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广大医务人
员勇于前行，武陟县委、县政府发
出《致全县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慰问
信》，送到广大医务人员家中，向医
务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

慰问，向医务人员的家属致以衷心
的感谢。

开展一次走访慰问活动。武
陟县动员志愿服务组织、慈善协
会、爱心人士等各方力量，筹措资
金 100 余万元，按每份 200 元标准
精心准备“爱心大礼包”，对广大医
务人员及家庭开展集中慰问走访，
目前近5000份“爱心大礼包”已经
全部发放到位。

开 展 一 期 助 学 帮 扶 活 动 。
寒假期间，武陟县教育体育局、
团县委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及优
秀教师成立助学帮扶小组，通过
线上视频方式，对 135 名医务人
员的在校子女进行课业辅导、作
业批改等学业帮扶，让广大医务
工作者多一份安心，少一份牵
挂。

开展一次新春送对联活动。
武陟县金融办组织协调各商业银
行，为广大医务人员免费定制春联
1.5万份，目前已经全部发放到户。

建立一个生活保障服务平
台。根据广大医务人员疫情防控
和医疗救治工作任务重、时间紧等
情况，武陟县商务局、电商中心协
调商场超市建立生活保障服务平
台，组建免运费送货志愿服务队，
依据医务人员网上订单，配送日常
生活物资到户。

开展一次健康体检活动。武
陟县要求各医疗机构为医务人员
开展一次健康体检，通过系列检查
及时掌握医务人员的身体状况，用
实际行动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的身
体健康。

开 展 一 次 免 费 一 日 游 活

动。武陟县嘉应观景区、御坝黄
河文化研学营地针对全县医务
人员开展免费一日游活动，每位
医务人员可带 2 名儿童免门票
游玩。

开展“一对一”纾困解难帮扶
活动。以村街（社区）为单位，武
陟县组织村街、社区干部和志愿
者，与辖区医务人员家庭进行“一
对一”结对帮扶，每周通过入户对
接、上门了解、电话询问、微信联
系等方式，了解医务人员家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台账，限期
解决，切实帮助医务人员解决实
际困难。

开展一次“医护 e 贷”专属优
惠服务。中国农业银行武陟县支
行针对全县广大医务人员推出“医
护 e 贷”专属信贷产品，采用纯信

用方式，为有需求的医务人员做好
后勤保障服务，目前简便化服务平
台框架已形成。

表彰一批优秀医务人员。对
在疫情防控中不怕困难、不怕牺
牲、表现突出的医务工作者，武陟
县准备评选出“突出贡献医务人
员”“优秀医务工作者”“优秀护士”

“优秀基层医务人员”“优秀家庭医
生”等，进行表彰。

“下一步，我们要采取更多行
之有效的措施，让医务人员享受到
更多的人文关怀，使他们以昂扬的
斗志、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守
护好人民群众健康，为全县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健康
保障。”武陟县卫生健康委主任黄
国洲说。

（王正勋 侯林峰 任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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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
员马 珂）1 月 17 日，记者从郑州
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简称郑大五
附院）获悉，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依
托该院成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河南省基层糖尿病管理指
导中心，以提升基层糖尿病管理
和诊治水平。

糖尿病已经成为严重危害人
类健康的疾病之一，近 30 年来，
我国糖尿病的患病率显著升高。
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18
岁及以上人群糖尿病患病率为
12.8％，糖尿病前期患病率高达
38%。目前，河南有700万糖尿病
患者，基层糖尿病防治任务十分
艰巨，防治能力和健康管理的同
质化亟待提高。

河南省基层糖尿病管理指导
中心成立后，将在省卫生健康委
指导下，组织开展基层糖尿病防
治管理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并
以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养结合
为抓手，提升基层糖尿病防治管
理能力，构建基层医防融合、上下
联动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另一
方面将协助省卫生健康委开展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糖尿病
健康管理绩效评价和质量控制，
监测、分析基层糖尿病相关数据，
组织撰写全省糖尿病健康管理监
测分析报告，探索多种模式及渠
道的基层糖尿病管理健康宣传和
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工作科学研
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及
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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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凌晨 2 时许，一
名孕 13 周多、腹痛待查的孕
妇在当地医院医生的护送下
来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以 下 简 称 郑 大 一 附 院）产
科。患者入院后急查血常规，
血红蛋白值已经低至 56 克/
升（属于严重贫血），并且心率
快、血压低、腹腔内大量积液，
病情危急。

郑大一附院产科值班医
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
色通道，为患者制定诊疗计
划。通过腹腔镜探查，医务人
员发现患者是极为凶险的宫
角妊娠破裂，胎盘及羊膜囊均
嵌顿于破口处，腹腔内出血约
3000 毫升。医务人员考虑到
患者已怀孕13周多，并且是第
一胎，以后还可能再生育，为
了更加牢固地缝合宫角部位
的破口，郑大一附院产科医务
团队与患者家属沟通后，决定
开腹进行宫角妊娠破裂修补
术。在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手术顺利，患者转危为安，
不仅保住了子宫，还保留了患
者后续再次妊娠的机会。

作为全省急危重症孕产妇
救治中心，近期郑大一附院还
接诊了很多从基层转过来的其
他急危重症孕产妇，比如出现
重度子痫前期产前子痫抽搐、
急性重症胰腺炎、急性心力衰
竭、重度肺动脉高压、围生期心
肌病、失血性休克等问题的患
者。

郑大一附院产科二病区每
周都会有穿透性胎盘植入手

术，多的时候一天两三台，做胎盘植入的患者来自
全国各地，术前需要联合超声科、磁共振科、介入
科、麻醉科、手术室、输血科等学科专家会诊，以便
做到准确全面的围手术期管理。当前，河南临床用
血较紧张，如何保障危重患者的临床用血需求？最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减少患者的出血。承担着巨
大的风险和压力，郑大一附院产科二病区主任赵先
兰团队通过手术，让患者创伤最小，出血最少，不仅
让很多重症患者保留了子宫，还缩短了患者的住院
时间，最大程度保障了患者的权益。

“我们以‘保障孕产妇健康管理、完善应急处置
机制、开展门诊和病房分区管理’为重点，多措并举
保障母婴安全。”赵先兰说。

记者了解到，在线上，郑大一附院产科加强
与基层医生、患者的沟通交流，为基层医生答疑
解惑，协调高危孕妇的转诊；在线下，全面开展孕
妇产检、分娩、手术等诊疗工作。针对不少孕产
妇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的不安和焦虑情绪，产科
工作人员在科室公众号上发布了详细的诊治方
案及注意事项，并建立微信群，为群里上千名孕
妇进行在线答疑及指导。赵先兰和多名医务人
员通过公共媒体及自媒体以健康科普和直播的
形式，开展咨询和健康教育，助力孕产妇平稳度
过孕产期。 ↑1月17日，在南阳市一家水务公司，卫生监督员查

看出厂水的日检记录。南阳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对全市
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了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专项监督
检查活动，确保全市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

乔晓娜 孟子焱/摄

↑近日，在开封市一家餐（饮）具消毒企业，卫生监督
员检查进货索证和验收台账情况。1月4日~10日，开封
市各县区卫生监督机构对餐（饮）具消毒企业开展集中监
督检查，确保群众所用餐（饮）具安全放心。

张治平 李宏伟/摄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开展“双镜”联合手术
本报讯 （记者贾佳丽

通讯员刘亚丹）1 月 13 日，河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和
消化内科为一例直肠肿瘤早
期患者顺利开展“双镜”（肠
镜、内镜）联合治疗术，为患者
解除了肠道早期肿瘤病痛。

2022 年 12 月 31 日 ，56
岁的王女士因腹痛来到河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二门诊就诊，门诊肠镜检
查结果提示：直肠内可见一
个直径约 5 厘米肿物，建议
住院做进一步诊疗。1 月 4
日，在消化内科二病区副主
任医师卢文杰的指导下，医
务人员对患者进行 ESD（内
镜黏膜剥离术）治疗术，成
功剥离直肠肿物病变区域
黏膜，病理检查结果提示：
绒毛状腺瘤，癌变至黏膜下
层，可见脉管内癌栓，基底
部腺体呈高级别上皮内瘤
变。经普外科病区副主任
医师张萍会诊后，王女士被

转入普外科病区做进一步
治疗。

1月13日，张萍和卢文杰
共同为王女士进行“双镜”联
合手术。术后，在医务人员的
精心照护下，王女士感觉良
好，目前正在逐步恢复中。

“双镜”联合手术让患者
通过一次手术同时达到取病
理、切除病灶、治疗等多种目
的，完成一站式治疗，减少手
术和麻醉次数。

卢文杰介绍，ESD 是经
自然消化管道，精准完整地
切除病变，患者损伤较小、易
耐受；同时，尽可能保留原有
消化器官，达到治疗消化道
早期肿瘤的效果，缩短患者
住院时间和恢复时间。ESD
为消化道早癌的微创治疗提
供了可能，此次“双镜”联合
手术的顺利开展，也将推动
医院新业务、新技术的实施，
带动学科进步，为患者带来
福祉。

舌黏膜“变身”尿道 解决患者常年顽疾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李

晓光）近日，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
尿外科团队通过多学科协作，成功开展
了舌黏膜代尿道成形术，解决了困扰李
先生10余年的尿道狭窄的顽疾。

患者李先生，今年46岁，10年前无
明显诱因出现尿线变细、排尿时间延长
等症状，因为平时工作繁忙无暇就医，
所以一直未诊治。2022年3月，李先生
的排尿困难症状明显加重。为此，李先
生先后到多家医院就诊，考虑尿道狭
窄，定期的尿道扩张治疗疼痛难忍，治
疗效果也不理想。

2022年11月5日，李先生突发尿潴
留，急诊到医院检查发现尿道口狭窄似
针孔，尿道扩张仅能扩开外口，而且很
快就再次粘连。为了能够彻底治愈病
痛，李先生慕名来到河南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诊治。

该院泌尿外科一病区主任医师王
连渠、主治医师李晓光接诊了李先生，
为其完善检查后，诊断为阴茎硬化性苔
藓样病变导致的尿道狭窄，尿道造影结
果显示：狭窄段长度约10厘米，为长段
尿道狭窄，膀胱也已经出现继发性病
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解决，膀胱一旦
出现失代偿，今后可能需要终身带尿
管。单纯的尿道扩张治疗不仅难以起
效，而且还会增加创伤。

泌尿外科医务人员充分讨论后，认
为患者具备进行舌黏膜代尿道成形手
术的适应证。术前，李晓光手术组与患
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并进行多科室专家
会诊评估，精心制定了手术方案，做好
意外情况的应对预案。

经过4小时的努力，手术取得圆满
成功。术后，经过 4 周的恢复，2022 年
12 月 20 日，李先生在复诊时拔除导尿

管，排尿困难症状完全消失，排尿恢复
通畅。

王连渠介绍，尿道狭窄是泌尿外科
极为棘手的疾病，舌黏膜代尿道成形术
是目前国际公认的先进的理想的治疗
方法。但是该手术操作复杂，对主刀医
师技术要求较高，被业界认为是尿道修
复重建领域的高精尖手术，目前国内能
独立开展此项技术的医疗机构不多。

为提高广大患者的生活质量，河南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选派骨干
人员前往能开展尿道修复重建技术的
医疗机构学习，并率先在豫东地区独立
开展了口腔黏膜代尿道成形术、包皮皮
瓣代尿道扩大成形术、尿道瘢痕切除端
吻合术、球部尿道狭窄非离断成形术、
尿道外口扩大成形术等一系列尿道修
复重建技术，已成功为20余名尿道狭窄
患者解除了病痛。

他给“热血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张 暖

1 月 9 日上午，吴联合再次来
到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桥头献血车，
捐献了400毫升血液，此次无偿献
血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无偿献血，因
为这个月月底他就满 60 周岁了。
他践行了坚持献血到 60 岁的承
诺，也为自己长达18年的“热血生
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吴联合是驻马店市驿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工会副主席，多年
来，他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坚持
无偿献血。从 2005 年至今，他共
捐献全血 4400 毫升，成分血 238
个治疗量，累计折合献血量达
52000毫升。他先后4次获得由国

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总会、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
颁发的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2018 年 9 月，荣获驻马店市无偿
献血百次献血英雄奖；2022年，荣
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
奖。这一个个饱含分量的荣誉，
是吴联合 18 年来交出的“成绩
单”。

提起第一次献血，吴联合记
得是在 2005 年 7 月的一天，他看
到驿城区解放大道与风光路口停
着一辆采血车，出于好奇，他踏上
采血车咨询有关无偿献血的知
识，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他了解

到献血不仅对身体没有损害，还
能帮助需要救助的患者，弘扬社
会正能量，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于是，在各项检查指标都合格后，
他献了 400 毫升血液。第一次献
完血后，他没有感觉到不适，间隔
半年后他又献了第二次……为了
帮助更多的人，他做了一个决定，
以后要尽自己所能定期参加无偿
献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人
人为我，我为人人”“只要人人都
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人间”的深刻内涵。他是这样想
的更是这样做的，这一坚持就是
18年。

2012年3月，吴联合听一位经
常献血的朋友介绍，捐献机采血小
板的间隔期最短是 2 周。本着对
脆弱生命的挚爱，吴联合毅然加入
了捐献机采血小板的行列，并一直
坚持至今。

“十几年的献血经历让我深刻
感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无偿献
血既能帮助别人，也对自己的身体
有益处，何乐而不为呢，‘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不只是口号，只有付
诸行动，才更有现实意义。无偿献
血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只要
身体适合，捋起袖子就能完成，看
似微不足道，却能传递爱心。”吴联

合笑着说。
多年来，无偿献血早已成为

吴联合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接到
血站的预约电话，吴联合一定会
准时参加，尽己所能为社会多献
一份爱心，临床的病患就多一分
希望。一本本鲜红的献血证，代
表着他一次次爱的奉献。每当想
到一个个素不相识的病患，因为
自己得以康复，吴联合的内心就
无比自豪，更加坚定了参与无偿
献血的决心。吴联合说，这么多
年坚持无偿献血，不仅仅是付出，
也收获了精神的满足和身心的健
康与快乐。

↑1月17日，在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成分室工作间，工作人员将采集的全血放入离心机进行离心，进而制备成
悬浮红细胞、血小板、冰冻血浆等不同成分血，根据患者救治需求发往临床。为缓解近期临床用血紧张，河南省红十
字血液中心除了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力度，还主动延长献血服务时间、增加出车班次，方便市民献血。采血、供血、制
备、检验等业务部门高速运转，全力以赴保障临床用血供应和安全。 苗 军 刘 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