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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该院院长李富
梅、书记杨永国与专家一道去
博爱县清化镇街道南朱营村进
行义诊。

去年6月，该院医疗专家组
来到武陟县大封镇贫困家庭苗
老汉家里进行医疗救助。

近年来，该院将提升医护
人员修养的“医者之德”和为百
姓提供便利服务的“医院之德”
进行有机结合，让这种“温度”

传递给更多人。
2016年9月，该院举行医

联体智慧医疗启动仪式，向20
家医联体单位分别提供了远程
18导心电图机。该院医联体智
慧医疗项目主要包括远程心电
网络系统、远程影像网络系统
和互联网医院基层协作门诊，3
个项目的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方
便老百姓就医，为基层医院提
供更好的平台，让居民在家门

口享受三级医院的优质资源及
诊疗服务，减轻居民就医负担，
并在一定区域内实现了检验检
查数据的共享，在上下转诊中
实现了诊疗信息的双向开发。

为了女性朋友的身体健
康，该院每年三八节都会开展

“春暖万家，关爱女性健康月”
大型公益活动，为女性朋友进
行妇科肿瘤免费筛查、乳腺疾
病免费普查等。

乘风破浪 创一流“医学航母”
河南理工大学一附院打造省内一流实力型品牌医院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李磊 朱传胜

核心提示 |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焦作地区心血管技术培
训中心日前正式落户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医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和集医疗、
科研、预防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国家级医学研究与教育中心。
此次“联姻”，是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科建设年”的开
篇之举，也是该院打造省内一流实力型品牌医院的重要举措。

在就医模式上，去年，河南理
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全省卫生
系统率先打响了第一枪，成立了
焦作市首家互联网医院，开启了

“指尖”上的就医新模式。老百姓
只需要通过手机扫描微信二维码
或者下载“焦作智慧医院”APP
软件，登录互联网医院完成手机
注册，并绑定社保卡或者该院就
诊卡，即可在线选择科室和医
生。如今，以往挂号排队时间长、
看病等候时间长、缴费排队时间
长、取药排队时间长、医生问诊时
间短的“四长一短”现象在该院已
不存在。

在就医治疗上，河南理工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打破学科壁垒，
开辟绿色救治通道。对脑卒中患
者来说，发病后的每一秒钟都很
重要。按照一般急诊流程，救护
车要先将患者送到急诊科，急诊
科医生进行初步判断后，再将患
者转到相关科室，由专科医生进
行下一步诊疗。这种传统模式在
该院已被打破。救护车出发的同

时，该院脑卒中急诊绿色通道也
已开启。这条绿色通道的背后是
一支由急诊科、神经内科、外科、
心内科、介入科、麻醉科、CT室等
科室人员组成的脑卒中抢救团
队，该抢救团队拥有50多名专
家，并且全部加入了“绿色通道之
脑卒中”微信群，24小时在线值
班。

医疗技术实力是医院发展的
命脉。2016年，该院创下了诸多
全市首例：首例开展了全腹腔镜
下右后叶肝癌切除术、首例开展
了背阔肌肌皮瓣转移乳房再造
术、首例开展了腔镜辅助下保留
乳头乳晕的乳房皮下全腺体切除
术、首例开展了颈内动脉急性闭
塞桥接开通术等手术。“股骨近端
解剖型锁定板治疗外侧壁薄弱的
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获焦作市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同时，该
院还开展了《CT引导下恶性肿瘤
碘125放射性粒子植入术》《肿瘤
冷循环微波消融治疗技术》等30
项新业务。

做老年患者的贴心人

耿直，1985年毕业于河南医
科大学医疗系本科专业，后一直
在焦作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工作。
1996年，她到老年病科工作。

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长
期与那些八九十岁的老年人打
交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
是，热情开朗的耿直并没有因此
退却，而是在日常工作中渐渐适
应了这个专业，并开始喜欢与这
些老年人交朋友。用她的话说：

“虽然很多老年人耳聋眼花，精
神不振，但只要你真心安慰他
们、照顾他们，他们会比年轻人
更加依赖你、信任你，就连家属
也会感激你。”

耿直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
做的。今年农历正月初二，已经
连续值班24小时的耿直还没来
得及回家就接到电话：一位83
岁的老教授因患重症肺炎、心肾
功能衰竭、休克被紧急送到了老
年病科，经检查，患者很多体能
指标都不正常。放心不下的耿
直坚守到次日1时，待患者状态
基本平稳后才离开病房。

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在耿
直从医的30多年中，不知发生
了多少例。

做医疗团队的引路人

老年病科就诊人群多数为
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随着老
龄化社会的到来,高龄患者越来
越多，且病情复杂、变化快。

长年坚持在老年疾病治疗
一线的耿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经验。

这些年来，她先后开展了老
年便秘的研究、老年鼻饲管置管
后胃食管反流的应对策略研究、
老年痴呆预防与干预的研究、老
年甲状腺功能异常对识别危重
症患者的临床意义研究、甘精胰
岛素在老年糖尿病合并痴呆患
者中应用价值研究、老年药物性
肝损伤的分级模型研究、多脏器
衰竭的临床评估与处理策略研
究等，撰写国家级及省级论文
20余篇，获市级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3项，三等奖1项。

为了提高科室整体医疗团
队水平，在耿直的倡导下，老年
病科建立了下午主班医生审看
全科患者化验单制度，全面系统
了解所有病人的状况。

现在，该科已经初步拥有了
消化、内分泌、心脑血管、呼吸等
各个学科专家，且每个人都是

“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做全科医学的铺路人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
展，医学上的分科越来越细，在
治疗老年患者的多脏器疾病时，
往往会发生治疗方案相互“打
架”的现象。因此，全科医学也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
多年来在老年病科工作，耿直不
仅是发展全科医学的倡导者，更
是焦作市全科医学专业的带头
人。

2014年，豫北地区唯一一
家市级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
在焦作市人民医院建成，耿直被
任命为该基地主任。该基地建
筑面积8000平方米，内设包括
各科临床综合技能实训室、模拟
诊室、模拟抢救、模拟手术、动物
手术训练室在内的临床技能模
拟中心以及示教病房、普通病
房、手术室用房和学员宿舍等。
2015年，为了提高焦作市城市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能力，该基地
开展了焦作市有史以来针对基
层卫生服务人员涉及面最广、内
容最为丰富的一次全面化培训，
分8期对全市44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31个站的全科医生、
预防保健人员等429人进行了
培训。

本报焦作讯 日前，一位
47岁的女性患者遭遇车祸，从
外院转诊到焦作市人民医院。
该院骨科一区接诊后，针对患
者下肢活动越来越不自主的状
况，立即启动应急多科联动机
制，采取紧急措施联合施救，最
终避免了患者瘫痪的危险。此
举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高度
赞扬。

这次救治的患者是从外院
转诊到焦作市人民医院的，在
外院被诊断为腰一椎体骨折伴
腰脊髓损伤。

患者车祸之后，双下肢还
能自主活动，略微受限制。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双下
肢自主活动越来越困难。特别
是转诊到该院骨科一区时，患
者双下肢已不能活动。

针对这种危急情况，该科
值班医师倪杨明、姚鹏举在了
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后，立即向
科主任吴若丹汇报了患者的病
情。吴若丹在查看患者后，根
据丰富的临床经验，决定争分
夺秒地挽救患者受损的脊髓。
随后，该科立即启动多科联动
机制。

为了尽快为患者进行腰椎
核磁扫描MRI，该科及时与磁
共振室主治医师张伟进行沟
通，进一步明确脊髓损伤情
况。

之后，吴若丹积极与麻醉
科主任张占军、主治医师成怀
文以及与手术室护士长张丽萍
和护士余超、张一凡联系，决定
急诊为患者进行“腰椎爆裂性
骨折切开复位、椎管减压椎弓
根钉内固定术”。

在各科的配合下，经过急
诊手术，患者双下肢感觉、运动
基本恢复正常。

据了解，脊髓损伤导致的
截瘫或者不全瘫患者，预后往
往较差，特别是外伤性的脊髓
损伤，随着损伤时间的延长，神
经变性坏死后恢复的可能性较
小，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受到
的影响也较大。

此次手术临近春节，但焦
作市人民医院各科室依然展开
良好的配合，为这位患者带来
了康复的希望，充分体现了该
院高超的医术和敬业的精神以
及多科联动、高效协作的有效
机制。

一个与夕阳为伴的人
——记焦作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耿直 焦作市人民医院

成功救治一位截瘫患者□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阎河

核心提示 | 在焦作市人民医院，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科室，年龄在80岁以上的患者占到患者总人数的90％
以上，年龄在90岁以上的患者占到10％，80岁以下的患者算是“年轻”的。面对这样一群“爷爷”“奶奶”，
医护工作中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让人不可思议的是，20年来，该科没有发
生一起医疗事故，没有发生一起患者投诉。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她就是刚刚被市妇联评为焦作市巾帼建
功标兵的该科主任、主任医师、市医学会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耿直。

近年来，该院加快与国际接
轨的步伐，与发达国家的医院建
立联系，邀请新加坡中央医院院
长吴汉升来院讲学、邀请韩国梨
花女子大学附属木洞医院院长
一行来院参观交流、举办国际肿
瘤防治学术交流会等。仅2016
年，该院就邀请了来自美国、德
国、法国的6位专家莅焦坐诊、
授课及学术交流，并成功召开中
美国际关节病高级论坛，为医院
带来了前沿的理念和可供借鉴
的运营模式。

去年，该院和梅奥诊所的
“约会”，体现了该院大胆牵手国
际知名诊所的创新精神。在《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
2014~2015年美国最佳医院排
行榜上，梅奥诊所位列第一。
2016年4月5日，梅奥诊所的肯
特·塞尔曼博士和斯尔维斯特·

斯特瑞夫博士来到该院，参加
2016年美国医疗管理高级研讨
会，分享梅奥诊所多年来的成功
经验。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是对医
院负责，更是对患者负责。心胸
外科副主任郭金城、医生宋宣统
与妇瘤科主任王虹被公派到德
国进修学习，甲状腺乳腺外科二
区主任许菊萍和妇瘤科一名女
医生到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附属
木洞医院交流学习，十几名科室
负责人到新加坡‘取经’。”河南
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李
富梅说，“各种国际医疗资源就
是医院发展的‘外脑’。与发达
国家的知名医院建立联系，搭建
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平台，将促
进医院各相关专业学术水平、服
务理念的提升。”

借助“外脑”促发展。2016

年，该院一系列动作在宣告着他
们的厚积薄发。

——与中山大学达安健康
管理与抗衰老研究院合作共建
焦作市基因和细胞工程研究中
心，进行新一代高通量基因测
序，用于疾病的诊断、健康人患
病风险的预测和法医亲权鉴定
等方面。

——与北京朝阳医院美容
中心成立联合体，使得该院医疗
美容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以中日医院为龙头医
院的呼吸专科医联体，该院成为
全国首批、焦作市唯一一家成员
单位。

——申请参与2项国家卫
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
会“中国脑卒中高危人群综合干
预适宜技术推广暨临床科研项
目”。

速度之拼

高度之跃

温度之美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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