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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郑州市眼科医院和暨
南大学附属郑州医院，郑州市二
院拥有60多个专业学科。其中
眼科学是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
高压氧医学、斜视与小儿眼科学
是郑州市医学重点学科，目前患者
分布于我省18地市及周边省市。

除了高水平的眼科医疗团
队和完善的学科结构，先进的整
合医学理念也在郑州市二院得
以全面体现。根据整合眼科学
理念，将单一的眼科器官放在完
整的人体系统中，全面分析各系
统异常对眼科疾病的影响，为眼
病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

与此同时，国内三大眼科团
队（北京同仁医院王宁利青光眼
团队、北大人民医院黎晓新眼底
病团队、暨南大学附属深圳市眼
科医院刘旭阳眼科遗传学分子
生物学团队）定期到院坐诊，实
现了我省重大疑难眼病患者不
出家门，就可享受国内高水平专
家医疗服务的需求。

孙世龙表示，郑州眼科联盟
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联盟成员
单位的专科发展、技术提升、服
务优化，推动省内眼科诊疗水平
再上新台阶，为广大患者的眼健
康保驾护航。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王晓凡

近日，河南省肿瘤医院
举行隆重的聘任仪式，聘请
全国知名病理学专家、南京
军区南京总医院病理科主任
周晓军教授，担任该院临床
病理中心主任。

周晓军是南京大学医学
院教授，硕士、博士及博士后
导师，先后被评为全国首届
中青年科技之星，获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首批入选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
第二层次专家。先后担任全
军临床病理中心主任，中华
医学会病理学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病理分会
常委，中国电镜学会医学电
子显微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全军病理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江苏省病理学会
主任委员等重要职务，是国
内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病理
学专家。

“没有精准诊断，哪来精
准医疗？病理学科的发展水
平，直接决定了医院的诊断
水平。病理学科要提档次、
上台阶，面临不少困难。但
是，有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
有病理中心同志们的信任和
帮助，我有信心、有责任全力
以赴，推动病理学科走到全
国舞台上。”周晓军说。

□记者 李晓敏

8月19日，在郑州民生
耳鼻喉医院，该院联合郑州
二七慈善总会主办的“天使
救助，护耳行动”正式启动。
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院长王
能义说，该项目主要是为了
帮助小耳畸形的患者重新做
回完整的自己。

“人群中，小耳畸形发病
率较高，1/2000左右。”郑州
民生耳鼻喉医院副院长钱江
平说，但因为这种病没有纳入
到医保报销，所以很多孩子没
条件进行手术，特别是贫困家
庭的孩子，而这随着孩子的成
长，会逐渐影响到心理发
展。据钱江平介绍，该项目
救助来自全国各地6至25周
岁的小耳畸形患者，救助金
额视家庭贫困情况而定，救

助金额为2万至3万元。
此外，在这次启动会上，

“郑州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也正式挂牌。据悉，这
是郑州大学研究生院与郑州
民生耳鼻喉医院的一次深度
合作。双方将联合培养耳鼻
喉专业优秀研究生，为耳鼻
喉专业研究生提供更多临床
实践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
在实践学习中更快速地成长
起来。

“公立大学和民营医院
联合，这种形式是一种创
新。”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
所副所长、民生五官科医疗
集团执行董事章滨云教授
说，目前的医改核心是分级
诊疗，而分级诊疗的核心是
医疗人才，双方的合作将会
在耳鼻喉人才培养方面助
力。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陈建设

8月21日，在郑州市经开区
新安路与飞龙北街交叉口，郑州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际物流园
区门诊部正式开诊。今后，经开
区居民看病无需再东奔西走，在
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三甲医院
的诊疗、检查和健康咨询服务。

据了解，新开诊的门诊建筑

面积近2000平方米，有48间医
疗用房，前期开设有内科、外科、
妇科和急诊科等临床科室，还有
检验、超声、放射等辅助科室。
所有医务人员均由郑州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的员工直接派出，不
但有普通门诊的所有日常业务，
还经常有专家级别的医生坐诊
保证医疗质量。

郑大二附院院长法宪恩介

绍，国际物流园区门诊部是郑州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际物流园
区新院区的前期外延医疗服务
项目，旨在新院区建成前，创新
服务模式，及早实现该院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及时为园区及
周边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
务，并将成为郑州经开区国际
物流园区和周边区域重要的医
疗保障。

□记者 林辉

血尿对人的惊吓不亚于体
检报告中的肿瘤，不过，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王
中全说，遇到血尿莫慌张，首先
要分清真性血尿和假性血尿。

“血尿是指尿中红细胞排泄
异常增多。”王中全说，尿液在肾
脏里产生，经过肾盂、输尿管、膀
胱、尿道排出体外，凡是通道上的
器官有了病，发生出血，都可引起
血尿。但引起血尿的原因很多，
有的是真性血尿，有的则是假性。

据王中全介绍，95%以上的
血尿是由于泌尿系本身疾病所
致，常见引起血尿的疾病有各种
肾炎、泌尿系统感染、膀胱炎、泌
尿系结石、肾结核、肾肿瘤、肾及
尿道损伤、膀胱癌、良性前列腺
增生、前列腺癌等。此外，白血
病、败血病、高钙尿症等可以引
起血尿。而这些都是真性血尿。

“尿液的颜色受饮食、药物、

运动及疾病等多种因素影响，其
中能够导致尿液变红的药品就有
不少，是为假性血尿。”王中全说，
利福霉素类（如利福平）、硝基咪
唑类（如甲硝唑）、蒽环类抗肿瘤
药（如阿霉素）、华法林、左旋多
巴、柳氮磺吡啶、果导、奋乃静、去
铁胺、氯法齐明、咯萘啶、甲基多
巴等药品都可以使尿样呈红色。

王中全说，如果在服用这些
药物期间尿液颜色发生变化，一

般来说，只要没有伴随疼痛、尿量
异常增多等不适，就不必担心。
如果停药3天后，小便颜色仍未
恢复正常，就要尽快去看医生。

此外，还需注意泌尿系毒性
药物所致血尿的情况，如非甾体
类药物、氨基糖苷类、万古霉素、
环磷酰胺等，使用时临床也可表
现为血尿，患者一旦出现类似症
状，应及时就诊。

线索提供 霍慧娟 肖婧菁

郑州市二院牵头成立郑州眼科联盟
首批43家成员单位加入，将为省内患者的眼健康保驾护航
核心提示丨8月18日，郑州眼科联盟成立大会暨眼科发展论坛在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下称郑州
市二院）举行。来自省内40余家医院的院长和百余位眼科专家相聚绿城，携手组建郑州眼科联
盟。该联盟的成立，将有效解决基层医疗机构眼科缺人才、少设备、技术滞后的现状，实现基础眼
病当地解决、有手术条件的复杂眼病派专家帮扶手术、疑难眼病双向转诊的一站式眼科解决方案，
惠及省内众多眼科患者。

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郑
州眼科联盟理事长、郑州市二
院院长孙世龙先后为联盟副理
事长颁发聘书，并为首批43家
成员单位授牌。郑州眼科联盟
正式成立。

据了解，郑州眼科联盟前
身为郑州市眼科医联体，由郑
州市二院于 2016 年牵头组
建。目前，登封市人民医院、信
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清丰县人
民医院等8家医院已正式签约
挂牌。在医联体内部，通过专
家坐诊、技术帮扶、培训教学、
双向转诊等形式，与成员单位
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
互支持、共同进步的合作模式。

而在此次眼科联盟成立大
会上，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市
一院、郑州市三院、郑州市中心
医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荥阳
市人民医院、登封市中医院、新
密市眼科医院、三门峡市中心
医院、夏邑县人民医院等43家
省、市、县级医疗机构正式加入
联盟，成为郑州眼科联盟首批
成员单位。

由于眼科具有设备高度依
赖、技术高度依赖、人才高度依
赖的三大特性，同时眼科疾病往
往是一些全身性疾病的表征，需
要运用整合医学的理念综合管
理。因此，很多基层患者遇到疑
难眼病，受到地域和技术的限
制，难以得到很好的医治。

有关统计显示，河南省眼科
患者一年约就诊27万人次。在
疾病分布上，全省眼科住院患者
的疾病分类前几位是：晶状体疾

患51%、结膜疾患24%、脉络膜
和视网膜疾患8%、青光眼6%、
眼睑、泪器系和眼眶疾患3%、巩
膜、角膜、虹膜和睫状体疾患
3%、玻璃体和眼球疾患2%。

孙世龙说，组建跨区域互联
协作的郑州眼科联盟，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国家医疗改革精神，有
利于调整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
局，提升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
能，更好实施分级诊疗和满足群
众健康需求。

首批43家医院“加盟”
涵盖省市县医疗机构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燕

我省每年约27万人次看眼病，晶状体疾患超半数

牵头成立郑州眼科联盟，郑州市二院有何优势？

遇到“血尿”莫慌，还有真假之分！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华小亚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计生系
统表彰大会，隆重表彰全国
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先
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白
求恩奖章”获得者。著名医
学影像学专家、郑州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院长张小安被授予“全
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并受到大会表
彰。

此次评选活动由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
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组织。经过逐级推荐、
层层把关、差额遴选，经全国

卫生计生系统评选领导小组
审议，共表彰全国卫生计生
系统“白求恩奖章”获得者19
名、先进集体251个、先进工
作者689名、劳动模范58名。

张小安，男，主任医师、
教授、医学博士，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专业
技术二级岗位人员、美国圣
路易斯大学博士后、河南省
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中
青年卫生科技创新人才。兼
任中华放射学会儿科学组委
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
分会常委，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胎儿心脏病防治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妇幼
保健协会会长，河南省放射
学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放
射医师协会副会长。

郑大二附院国际物流园区门诊部开诊

我省院长被评为
“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周晓军教授受聘担任
省肿瘤医院临床病理中心主任

“小耳畸形救助”项目启动
每个畸形患者可获2万至3万元的救助

资讯速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