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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
“百医包百村”行动
提升贫困人口健康水平
医疗卫生机构对 169 个贫困村进
行点对点医疗帮扶，医联体牵头
单位技术指导，提升贫困地区医
疗服务能力，形成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实现医疗卫生资源共享，
基本满足群众就近看病就医需
求，进一步提升贫困人口健康水
平。
在此次行动中，91 家医疗卫
生机构按照责任分工，协助帮扶
村卫生室开展标准化村卫生室建

本报讯 （记者刘 岩 通讯
员汤剑燕 牛筱磊）护士小王巡视
病房，发现一名患者意识丧失。
她轻拍患者肩部，并在患者耳边
大声呼唤：
“你怎么了？能听见我
说 话 吗 ？”患 者 无 反 应 ，意 识 丧
失。她立刻查看患者胸廓，无起
伏、无呼吸音、无气流，判断患者
呼吸停止，然后观察有无大动脉
的搏动。确认患者意识丧失后，
小王紧急呼救，通知医生，然后立
即清除患者口鼻分泌物，取出义
齿，使患者去枕平卧，头、颈、躯干
在同一轴线上，双手放于两侧，身
体无扭曲；站在患者右侧的肩腰
部，解开患者的衣领、腰带，暴露
患者胸腹部，进行心肺复苏；接着
开放气道、人工呼吸、恢复气道、
整理病人……这是第五届河南省
职工技术运动会护理技能决赛的
现场。
11 月 8 日到 11 日，全省 18 个
地市、10 个直管县共 28 支代表队
的 70 余名选手参加了在三门峡
市举行的第五届河南省职工技术
运动会护理技能决赛。
此次竞赛由河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省总工会主办，三
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总工会承办，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协办。竞赛试题由理论知识和实
际操作两部分组成，其中理论知
识占 30%，实际操作占 70%。竞
赛实际操作项目有：多功能心电
监护仪操作、心肺复苏术+简易
呼吸器操作、经口鼻吸痰技术。

奖 1 个、个人三等奖 1 个。其中
羊水栓塞组参赛队员张春霞获
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新生
儿复苏组在决赛现场为全省选
手演示急危重患儿抢救过程，
充分展示了信阳市妇幼健康工
作者精湛的业务技能、过硬的
心理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王明杰 李宇军）

汝南县人民医院成为
脑瘫儿童定点康复机构

图为与会领导分别为“河南儿童康复专业联盟”
“汝南县
残联脑瘫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揭牌。
丁宏伟 李 卫/摄
本 报 讯 （记 者 丁 宏 伟
通讯员李 卫）11 月 9 日，汝南
县人民医院举行“河南儿童康
复专业联盟”揭牌暨“汝南县
残联脑瘫儿童定点康复机构”
启动仪式。
据悉，
“ 河南儿童康复专
业联盟”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稳
定、高效的平台，采用“一对
一”的联络方式，加强成员单
位的联系，协助成员单位组
建或加强儿童康复学科，帮
助培养儿童康复相关人才，
提高成员单位的儿童康复诊
疗及科研水平，从而实现优
质医疗资源的共享。汝南县
人民医院成为“河南儿童康
复专业联盟”单位后，河南省

诊服务费，切实减轻贫困人口就
医负担。
通过开展“百医包百村”健康
扶贫攻坚行动，开封各医疗卫生
机构与帮扶村卫生室建立起长期
良性互动医疗共同体，整合优化
配置优势资源，实现医疗资源共
享。同时，各医疗卫生机构还在
制度、管理、人员培训、中西医适
宜技术应用和常见病、多发病、急
重病应急处理等方面对帮扶村卫

生室进行指导，提升村卫生室医
疗技术水平、服务水平和服务能
力。
开封市卫 生 计 生 委 要 求 各
医疗卫生机构每季度在帮扶村开
展不少于 1 次义诊活动，每年为
帮扶村因病致贫患者免费体检
1 次，并为帮扶村患病贫困人口
就医提供指导，为推进贫困地区
形成科学有序的分级诊疗格局创
造条件。

第五届河南省职工技术运动会
护理技能决赛举行

简讯
信阳代表队获全省妇幼健
康技能竞赛决赛佳绩 经过 3
天综合笔试和操作技能两个部
分的激烈角逐，信阳市卫生计
生委代表队在省卫生计生委、
省总工会近日举办的全省妇幼
健康技能竞赛决赛上，不畏强
手 ，顽 强 拼 搏 ，喜 获 团 体 一 等
奖及个人一等奖 3 个、个人二等

设，帮助村卫生室医务人员提升
业务水平，指导村卫生室规范化
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同时，各医疗卫生机构还以
乡镇卫生院为依托，以村卫生室
为 支 点 ，摸 清 因 病 致 贫 人 员 底
数，分类造册，为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开通绿色通道，做到优先就
诊、优先检查、优先入院；院前急
救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开展 120
车辆免费送诊服务，不收取接送

儿童医院会定期选派专家到
汝南县人民医院进行义诊、
讲座、查房和疑难病例会诊，
指导学科建设和科室管理，
通过远程会诊系统或现场培
训专业技术人员，把最新的
儿童康复技术成果、管理理
念向医院推广，不断提高儿
童康复诊疗及科研水平，从
而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共
享，使更多的患者在该院得到
较好的康复治疗。
仪式结束后，河南省儿童
医院康复医院院长尚清、汝南
县人民医院院长刘欣等一起
与脑瘫患儿家长进行了互动，
尚清还现场指导了脑瘫患儿
的康复训练。

美编 刘 勇

11 月 1 日 23 时，在漯河市中心医院，年轻医
生李程在连续完成 5 台手术后，
累倒在地。
李程是漯河市中心医院脊柱科的主治医师，
身高 180 厘米，体重 90 多公斤，身体很棒。然而，
在值完 24 小时班后，他又连续完成 5 台脊柱手术，
当最后一台脊柱骨折手术圆满完成后，他感到浑
身湿冷、乏力，肠胃痉挛，赶紧靠墙而坐。同事看
他脸色不对，
立即拿来葡萄糖给他补充能量。
下夜班安排两台手术，
急诊患者接踵而至
10 月 31 日上午，李程在查完房、完成术前讨
论后，安排了第二天的两台手术，一台颈椎前路手
术、一台腰椎滑脱手术。李程介绍说，下夜班做两
台普通的脊柱手术是常态，是习以为常的事，并不
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当天晚上，连续来了两位急诊患者，一位是颈
椎外伤患者并不全瘫痪，另一位是腰 1 椎体骨折
并全瘫患者。
“ 两位患者都需要 24 小时内完成脊
髓减压，这样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的希望才大，必须
急诊手术。
”
李程马上开始了术前的严密准备。
凌晨时分，病房再次响起急促的声音，科室再
次收治了一位被木材刺伤的患者，异物残留在体
内，X 线片不能显示。查体后，李程指出，需要急
诊探查取出异物，不能等待，否则感染等风险将急
剧增加。
5 台手术连轴转，
医生累倒在手术台旁
11 月 1 日上午，
5 台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脊柱手术不同于其他手术，椎管内神经众多、
血管密布，每个部位都与人体各器官神秘地联系
着，脊髓被包裹在椎管之内，不仅非常柔软，也是
人体中最脆弱的部分，在仅几毫米的空间里，手术
刀每一个动作甚至内固定钉子每一个毫米的移
动，
都有可能导致患者瘫痪或死亡。
22 时，最后一台脊柱骨折并瘫痪的患者手术
接近尾声。该患者是腰 1 椎体三柱骨折。患者的
脊柱极度稳定，
脊柱侧方移位、
成角并后凸畸形，
腰
1 椎体前缘的高度压缩的只剩下不足 1/10。李程
协助关节脊柱外科副主任兼脊柱外科副主任李玉
伟，经过细心、仔细的矫形，不但对脊髓完全减压，
而且使椎体的高度接近完全恢复、侧后凸畸形完
全纠正。
他用行动诠释
“医者仁心”，
值得
“点赞”
11 月 1 日 23 时，当手术结束的时候，李程突
然感觉身体不舒服，肠胃痉挛。李程靠着墙坐了
下来。看他脸色不对，手术室护士董铁柱立即拿
来葡萄糖给他补充能量。
“虽然作为医生很辛苦，但是看到病人能够在
我们的及时治疗下得到康复，也是一种幸福。”缓
过神来的李程说。
语言虽然朴实无华，但情感却真挚动人。他用行动很好地诠
释了“医者仁心”
的职业格言和对生命的守望！
手术患者得知这一情况后，激动地说：
“ 医生也是最可爱的
人，
让我们为李程医生
‘点赞’！”

本报记者 王明杰 通讯员 谷运岭

本报讯 （记者李 季）义诊、
走访因病致贫贫困户、组织贫困
户参加免费体检、指导村卫生室
建设……自今年 8 月开封市卫生
计生委开展“百医包百村”健康
扶贫攻坚行动以来，该市各医院
积极响应，抽调医护精兵强将，
送医送药到村入户，让贫困人口
能够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看得
上病。
据了解，开封市共抽调 9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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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全力保障
药械质量安全
参赛选手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

刘 岩

汤剑燕 牛筱磊/摄

驻马店市
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日前，焦作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药品医疗
器械生产质量风险分析会，要
求全力保障药械生产质量安
全。
会议要求，焦作市将进一
步完善药品生产监管各项标
准、规范和制度，推进监管工作
科学化、规范化，以综合手段实
现最严格执法，加大药品生产
案件查处力度，主动曝光不法
行为，维护药品监管的权威性
和震慑力。
焦作市将重点落实药品安
全风险分析研判制度，
推进风险
分析研判会制度，
收集各类风险
信息，开展综合研判，分析判断
风险因素、确定风险等级，研究
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在监管上，焦作市将抓好
“六必查”，即新上市的品种前 3
年必须查，上一年新通过认证
的企业必须查，厂房搬迁、车间
改造和工艺变更的企业必须
查，高风险品种生产企业必须

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讯
员梁少桢）连日来，各个医院手术
量增加。为了保障驻马店市各医
院的临床用血需要，驻马店市中
心血站加大宣传力度，开展多种
形式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11 月 7 日，驻马店市监狱开
展了以“宣传十九大精神、无偿
献血志愿者在行动”为主题的献
血活动。监狱民警、职工用实际
行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帮助更多急需输血救治的患者
重 燃 生 命 之 火 ，表 达 了 关 爱 社

会、关爱他人的真挚情感和无私
奉献的精神。当天活动中，驻马
店市监狱共有 45 人参加无偿献
血。
11 月 9 日上午，为了保障医
疗机构临床用血需要，河南省豫
南监狱与驻地武警官兵积极参与
社会公益活动。豫南监狱干警、
驻狱武警官兵纷纷参加无偿献
血。
早上 8 点半，采血车准时来
到河南省豫南监狱行政办公楼
前，报名献血的监狱民警、驻狱武
警早早来到采血车前，在完成登

记填表等准备工作后，有序地登
上采血车，纷纷挽起衣袖捐献热
血。献血队伍中有武警支队长，
也有多次献血的监狱干警，他们
为初次参加无偿献血的年轻人加
油鼓劲。
武警官兵保家卫国，监狱干
警维护法律的尊严。他们无偿
献血，从而帮助和挽救更多的生
命。前来参加献血的武警官兵
和监狱干警们表示感到无上光
荣。他们用实际行动树起了支
持社会公益事业、忠诚为民的良
好形象。

（上接第一版）
诊疗更规范专家更贴近，让
老百姓享受多重利好。医共体作
为顺应公立医院改革的一种新型
合作模式，就是要充分发挥县医
院二级甲等医院的专业优势和区
域医疗中心的带动作用，通过与
医共体成员单位建立分工协作、
双向转诊、帮扶指导等合作机制，
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提
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
让基层群众最大化享受医疗改革
带来的实惠，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优质二级医院医疗服务，这对
构建医疗资源城乡一体化格局、
促进该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截至目前，平舆县人民医院
专家义诊团走进基层的医共体系
列活动共开展 20 余次，受到当地
群众的好评。该院帮扶高杨店镇
卫生院规范建立口腔科，帮扶双
庙乡卫生院建立规范的超声科
等。
医共体之间重点专科对口扶
持、医学人才联合培养、区域信息
共享，区域医疗卫生资源全面优
化整合，根据患者意愿实现双向
转诊，
“ 医疗网络”内通过医学影
像信息传输和共享，患者在“家门
口”就能够得到二级医院专家的
诊断……这诸多步骤，其实都是

在打通患者看病之路的“最后一
公里”，也是平舆县人民医院组建
医共体的初衷。
自 2015 年以来，医共体共帮
扶 11 家卫生院，下乡支援医务人
员 110 名，支援医师开展讲座、培
训 313 余次，查房 2097 次，开展病
例讨论 287 次，施行剖宫产、疝气
修补、阑尾切除等手术 265 例；培
训卫生院医务人员和乡村医生
2100 余人次，开展义诊 25 次，义
诊老百姓 8000 余人次，免费接收
92 名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进修学
习，医共体内双向转诊 539 人次，
其中下转 60 人次；开通了健康之
路，与医共体成员单位转诊可通
过健康之路平台双向转诊，减轻
了医共体成员单位医生的工作
量，
方便了患者就医。
积极推行互联网+，助力精准
扶贫和分级诊疗工作
不用出县，就能得到全省顶
级医院、知名专家的诊断及治疗，
这不再是梦想。
为了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
作，2016 年，平舆县启动了“精准
扶贫分级诊疗服务中心”工作，该
中心附设在平舆县人民医院。精
准扶贫分级诊疗服务中心通过网
络系统可支持网络内的各家医院
开展远程医疗会诊、手术演示、培
训教学、学术交流、医疗信息服务

等活动，不用出县，就能得到全省 病不出镇、享受县级专家的服务，
顶级医院、知名专家的诊断及治 而且检查拿药还有优惠，我算算
疗。2017 年 1 月 10 日，平舆县人 比过去一年可以省五六千元呢！”
民医院远程医疗中心与河南省人 提起现在医疗扶贫的新政策，李
民医院远程医疗中心对接，成功 红臣既高兴又感动。
进行了第一例远程视频交互式会
为李红臣带来便捷服务的是
诊。2017 年 1 月 17 日，平舆县人 平舆县建设运行的互联网+医疗
民医院通过“平舆县精准扶贫分 精准扶贫分级诊疗平台，这也是
级诊疗服务中心”系统，成功开展 平舆县为破解贫困人口看病难、
了远程会诊首例急性心脏病患 看病贵难题而创新的一项精准扶
者，为该县阳城镇一名 26 岁、高 贫政策。2017 年，该县结合精准
度怀疑急性心肌梗死的男性患者 扶贫，深化分级诊疗工作，在开展
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远程会诊，指 “互联网+分级诊疗+精准扶贫”
导诊断、用药、治疗，为患者的及 的基础上，重点推行“1+3”精准
时规范治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健康扶贫家庭巡诊服务新模式，
保证了患者的生命安全，初步显 通过巡诊使每一户健康扶贫户都
示了分级诊疗服务中心的巨大价 能得到村、乡（镇）、县 3 名医生的
值和服务优势，并将为该县的医 签约服务。2017 年，平舆县人民
疗精准扶贫带来积极的推动作 医院按照县里统一部署，在 10 月
用。
份的巡诊中抽调 114 名医生、37
推行家庭巡诊新模式，实现 名护士，组成 37 个巡诊小组，针
大病不出县、
小病不出乡
对该县庙湾、杨埠、万金店、西洋
52 岁的平舆县庙湾镇李寨村 店、高杨店、阳城、清河、双庙等 8
贫困群众李红臣，再也不用每年 个乡镇的 102 个村的 9783 人进行
3 次 、倒 几 回 车 去 县 医 院“ 排 长 巡诊，得到广大贫困户、村卫生室
队”复诊了。自去年 10 月开始， 医务人员及县领导的充分肯定，
他脑出血治愈后的复诊和康复治 有效缓解了群众看病难问题，逐
疗，都由本乡镇医院医生冯红芳 步形成分级诊疗、有序就医的格
通过互联网，直接视频连线平舆 局，为助力精准扶贫和脱贫工作
县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进行 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复诊。
“党和政府对俺贫困户真是
据平舆县人民医院院长王铁
太关心啦。快一年了，我不仅看 珍介绍，
“平舆县精准扶贫分级诊

查，上一年有举报的企业必须
查，上一年产品发生聚集性不
良反应和抽检不合格等质量问
题的企业必须查。同时，会议
要求做好检查中发现问题隐患
的处置工作，属于质量问题的，
督促企业及时排查原因，有效
整改；违法的，依法严厉查处和
曝光；可能存在系统性风险的，
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以便采
取统一行动应对，严守药品安
全的底线。
下一步，焦作市各药品、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将对市场上在
售产品进行相应评估，
对检验指
标接近限度的进行召回，
降低在
售产品不合格概率。同时，
焦作
市将进一步加强员工培训，
特别
是检验人员培训，
提升其守法能
力；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工作，
完善质量体系；
做好生产检验过
程信息记录，
确保生产、
检验、
质
控数据真实准确，
严格守法依规
生产经营，
确保药械质量安全。
（王正勋 侯林峰）

疗服务中心”落户在平舆县人民
医院后，该院积极打造舒适、全新
的空间，安排该院相关专业专家
全天 24 小时值班，及时处理远程
会诊中心信息，实现各类信息实
时交互，最大限度发挥县医院作
为本地区龙头医院的优质医疗资
源的效用，为基层医院提供优质
的医疗技术支持，帮助基层医师
确诊疑难杂症，提高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让群众在当地就能享受
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进一步推
进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工作，为
精准扶贫助力。
“1+3”精准健康
服务模式，即 1 名贫困患者要由 1
名县级医院医生、1 名乡级医院
医生、1 名乡村医生 3 人共同服
务，4 人共同签订平舆县精准扶
贫“1+3”服务协议书，做到精准
帮扶到人、责任落实到人、措施精
准到位。
平舆县人民医院将充分运用
该院的优质医疗资源，与各医共
体成员单位共同携手，依托互联
网+，提高医共体医疗服务体系
的整体运行效率，巩固强项，发展
弱项，取长补短，统筹发展，进一
步深化医改，理顺分级诊疗，加强
医疗精准扶贫，推行家庭巡诊新
模式，完善三级医疗网络建设，真
正将健康扶贫这项工作做好、做
实，
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