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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焦作讯 一位肛肠病
患者，身患多种疾病，数十年来
备受折磨，四处求医，苦不得
解。去年手术后，该患者又不明
原因地出现直肠下坠现象，痛苦
不堪，夜不能寐。对此，焦作市
人民医院肛肠科主任吉强专门
邀请该院各科的一流专家，召开
疑难病例讨论会，最终为患者拿
出一套可行性治疗方案。像这
样针对疑难、复杂、前沿性病例
进行的攻关，对该院肛肠科来说
已经是很普通的工作。多年来，
身为焦作市医学会肛肠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的吉强，通过不断
提升业务水平，构建交流平台，
进行科普宣传，始终带领全科医
疗团队引领着全市肛肠专业的
发展。

只有不断提升业务水平，才
能站到学科最前沿。焦作市人
民医院肛肠科成立于1983年。
医院成立该科室时就把引领全
市肛肠专业发展作为该科室的
主要任务之一，专门设有肛肠病
区及肛肠门诊，拥有检查、治疗、
教学等多种设备，能够开展肛肠
功能检测、钡剂灌肠、照影等多
种项目，并出版《现代肛门直肠
病学》一书，是我市重点培育学
科，现有3人取得副高级职称，
有3名主治医师，是目前焦作市
实力最强、全省少有的一支肛肠

专业队伍。近年来，该科将先进
的医疗设备与中医治疗方法相
结合，运用套扎、注射、激光、中
药坐浴熏洗、中药保留灌肠、微
创无痛、结扎及挂线切开等中西
医特色疗法，治疗各种痔疮、肛
裂、肛瘘、肛周脓肿、肛隐窝炎、
肛门湿疹、肛门瘙痒、肛周尖锐
湿疣、直肠脱垂、直肠息肉、慢性
结直肠炎及直肠前突、顽固性便
秘等肛肠疑难疾病，不断提高肛
肠病的诊断率和治疗率。现在，
该科已经能做“一次性肛周脓肿
根除术”“复杂性肛瘘开窗留桥
术”“复杂性肛瘘U形切除术”

“直肠脱垂三联术”等多种最新
最前沿的手术。

只有构建交流平台，才能提
高肛肠疾病的整体治疗水平。
吉强在当选市医学会肛肠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焦作市肛
肠学科的带头人之后，不断加强
医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的自身
建设，抓紧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
度，使肛肠委员会的工作尽快走
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同
时，切实加强肛肠委员会人才队
伍建设，吸收更多的同人成为肛
肠委员会委员，不断提高医疗工
作水平和业务能力，努力把肛肠
分会打造成一支业务精、素质
高、奉献意识强的团队。另外，
每当市医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
召开年会，吉强都要在焦作市人
民医院举办肛肠疾病学术交流

活动，针对直肠肿瘤、痔疮、肛
瘘、慢性便秘、尖锐湿疣、PPH、
RPH 等微创技术举办专题讲
座，进行学术交流。作为我市唯
一一位全国肛肠中医外科委员，
吉强主动担负起为焦作市各家
县级医院培训肛肠病科骨干医
生的重任，每年都要培训10多
人次。

广泛进行科普宣传，提高人
们对肛肠疾病的认识，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近年来，随着人们生
活方式的改变，肛肠疾病逐渐成
为常见多发病，但是许多人认识
不足。该院肛肠科曾有过一位
十二三岁的患者，15天不解大
便才到医院就诊。为了落实直
肠癌高危人群的筛查和治疗工
作，有效进行肛肠疾病的科普宣
传，惠及每一个有肛肠隐患的
人，该院肛肠科医疗团队不仅在
临床治疗时将肛肠疾病的预防
和康复知识融入其中，而且还强
化与医院血液科、普外科、消化
科等的联系，让很多误认为是其
他疾病的肛肠病患者得到及时
救治。通过多年的经验，吉强编
写了预防便秘“六要诀”：饮食均
衡不偏食，蔬菜水果要多吃；定
时排便建信号，时间最好在晨
起；九十度屈身来锻炼，腹肌增
强排便易；积极治疗原发病，病
愈便秘可康宁；每日饮水量要
足，肠润便秘自康复；心情舒畅
很重要，肝和脾健肠自通。

本报焦作讯 焦作市人
民医院日前推出《首问负责制
度》。

焦作市人民医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出台《首问负责制
度》的目的是为了改进自身
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搞
好优质服务，树立焦作市人
民医院良好的社会形象。首
问责任人是指患者或其他人
员到医院看病、办事时第一
个询问到的工作人员。如果
患者或办事人提出的办理事
项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
内能够解决的，首问责任人
就应当及时办理，一次性告
知有关事项，耐心、细致、周
到地回答有关问题；如果患
者或办事人提出的办理事项
不属于首问责任人的职责范
围，但是属于本院职责范围
内的，首问责任人应主动告
知有关科室，必要时应为患

者或办事人联系有关科室和
责任人；如果遇到患者或办
事人要找的责任人出差，或
暂无责任人，或办理事项要
求紧急，或责任不明确的事
项，首问责任人应当及时向
上一级领导报告，并负责给
办事人答复。

相关负责人指出，《首问
负责制度》的实施，对该院全
体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必须熟
悉本职岗位工作业务和工作
程序，不仅要明确自己的岗位
职责，而且要了解有关科室的
职能，强化职业道德意识，树
立为办事人着想、为办事人服
务的思想，不断改善服务质
量，提高办事效率。另外，对
于违反《首问负责制度》的工
作人员，医院出台了相应的处
罚办法。

焦作市人民医院肛肠科不断提升业务水平

焦作市人民医院推行首问负责制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阎河

大型公
益活动

焦作市总工会 焦作市妇联 焦作市抗癌协会 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焦作市肿瘤医院联合举办

2008年首届“春暖万家、关爱女性送健康”大型公
益活动在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焦作市第二人民
医院、焦作市肿瘤医院）启动以来，先后查出子宫肌瘤、
宫颈癌前病变、卵巢肿瘤、乳腺癌早期病变等各类疾病
数千例，使数千名患者得到了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
为进一步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广大妇女健康意识，焦作
市总工会、焦作市妇联、焦作市抗癌协会、河南理工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焦作市肿瘤医院
再次联合举办第十届“春暖万家、关爱女性送健康”大型
公益活动，为广大女性架起健康的桥梁，让每一位女性
享受健康生活的快乐。

1、盆底功能筛查门诊检查费享受5折优
惠；
2、液基细胞学门诊检查费优惠20%；
3、乳腺钼靶机门诊检查费优惠20%；
4、乳头瘤病毒检测门诊检查费优惠10%；
5、盆底康复治疗10次赠送2次；
6、盆腹动力学（PHENIX 8 PLUS）治疗
3次赠送1次；
7、阴道镜检查免费；
8、乳房积乳疏通术、新生儿游泳优惠25%；
9、所有专业美容手术项目优惠20％；
10、光子嫩肤、袪斑、袪痘、袪红血丝、脱毛
优惠30％；
11、举办10场女性健康专题公益讲座，欢

迎单位提前预约（预约电话：2631846）。3
月7日上午，妇科、乳腺、整形美容专家在
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焦作市第二
人民医院门诊进行大型义诊活动；
12、体检中心优惠套餐：
A套餐（原价421元，活动价300元）：项目：
抽血化验（肝功能两项、肾功能、血糖、血脂
两项、血常规），尿常规，彩超（子宫、卵巢、
肝胆脾胰），乳腺血氧功能成像（焦作市唯
一一台筛查乳腺癌），妇科检查，宫颈刮片；

B套餐（原价860元，活动价600元）：
抽血化验（肝功能六项、肾功能、血糖、血脂
四项、血常规），尿常规，彩超（子宫、卵巢、
肝胆脾胰、泌尿系、甲状腺彩超），乳腺血氧

功能成像（焦作市唯一一台筛查乳腺癌），
妇科检查 ，宫颈液基细胞学（TCT）；

C套餐（原价1286元，活动价900元）：
抽血化验（肝功能12项、肾功能、血糖、血
脂四项、血常规、CA125），尿常规，彩超（子
宫、卵巢、肝胆脾胰、泌尿系、乳腺、甲状
腺），DR片，经颅多普勒，骨密度，妇科检
查，宫颈液基细胞学（TCT）。
13、活动期间，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妇科、
乳腺科、烧伤整形科线上咨询费全免，检
查、检验报告结果手机查看（详情扫描“河
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焦作市第二人
民医院互联网医院”二维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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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专家 尖端设备 优质服务 优惠价格

专家阵容
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焦作市肿瘤医院）作为一家三甲医院，拥有一流的专家团
队和雄厚的诊疗实力。为扎实开展这项活动，医院将选派
妇产科、妇瘤科、乳腺疾病诊治中心、烧伤整形美容科等
20余名副高以上专家组成专家团为广大妇女服务。

1、医院妇产、妇瘤科是河南省医学特色专科、焦作市
医学重点学科、省级青年文明号、河南省首批盆底筛查单
位。在焦作重点学科评审中，综合分数位居榜首，拥有主
任、副主任医师11名。中晚期宫颈癌的根治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开展的腹腔镜下治疗不孕症、子宫全切、卵巢囊
肿、子宫肌瘤达到省内领先水平。

第十届第十届““春暖万家春暖万家 关爱女性送健康关爱女性送健康””
活动时间：2017年3月1日——3月31日

妇产、妇瘤专家咨询热线
●申延琴 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
2631970 13183139572
●王 虹 妇瘤一区主任、主任医师
2631971 13939166906
●翟艳红 妇瘤二区副主任、主任医师
2631969 15939153827
●赵秀清 妇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2631970 13939102472
●李妍芳 妇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2631970 15839190108

2、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全国百
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定点医院，2010年根据
临床发展的需要，通过整合专家资源，率先在
我市成立了集乳腺外科、肿瘤放化疗科、病理
科、影像诊断科、超声诊断科等多门学科为一
体的乳腺病诊治中心。该中心成立后，不但

可以为患者提供包括诊断、治疗、手术及康复
等一站式的贴心服务，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我
市的乳腺疾病诊疗水平。

乳腺、甲状腺疾病专家咨询热线
●许庆军 乳腺甲状腺科一区主任、主任医师
2631827 13703897898
●许菊萍 乳腺甲状腺科二区主任、副主任医师
2631973 15036522999
●马驰骋 乳腺甲状腺科一区副主任
2631827 13839196606
●张利军 乳腺甲状腺科一区副主任
2631827 13782616431
●王辉 乳腺甲状腺科二区副主任
2631973 13619857429

3、医院烧伤整形美容科是焦作市临床特
色专科。分烧伤、整形、美容3个专业。采用

先进技术治疗烧伤，成功救治烧伤面积达
85%以上的患者多例。医院整形美容中心是
通过省卫计委执业验收的正规医疗美容科，
在焦作市率先开展微创脂肪抽吸减肥1000余

例，效果好，不反弹。开展的皮肤扩张治疗各

种瘢痕、巨乳缩小手术、隆乳术等技术填补焦

作市空白。

烧伤、整形、美容专家咨询热线
●李文正 烧伤整形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2631973 13839109177

●李永立 整形美容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2631983 13839176338

转变健康观念、普及健康知识，把健康和关爱送给每一位女性

急救电话急救电话：：26201202620120 26101226101200 病友服务热线病友服务热线：：26318462631846 体检中心体检中心：：26318972631897
医院网址医院网址：：http://www.jzeyy.comhttp://www.jzeyy.com

专家承诺：无论何时，只要您有健康需求，请随时与我联系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焦作市第二
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

河南理工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焦作市第
二人民医院互联网
医院

攻关疑难病例 及时救治患者

改进工作作风
搞好优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