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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面前敢于坚持，为生
命负责”的精神在河南省中医院
不是第一次发生，在该院健康体
检中心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而这
一切都源于医务人员坚守的医
者仁心，每一个人都是一面旗
帜。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
心的体检以严格甚至“苛刻”著
称。中心有一项制度：若发现异
常问题，医生必须第一时间通知
体检者本人。需要进一步复查
的，医生必须定期回访，确保体
检者能尽快复查确诊。

彩超大夫刘宇峰在发现一
个患者体检结果有胰腺占位（胰

腺低回声区，乔布斯死于这个疾
病）后，不怕误解，锲而不舍，连
续两年5次劝说男子就医，避免
了悲剧发生。

前两年，一位50多岁的女士
做甲状腺彩超检查时，彩超大夫
齐庆君高度怀疑甲状腺癌，坦言
相告，反复叮嘱要尽快做进一步
检查。几天后，齐庆君联系这位
女士，可她很不乐意提及，匆匆
挂了电话。齐庆君没有放弃，多
次打电话，还挨了几次骂。终
于，该女士同意进一步检查，被
确诊为甲状腺癌。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正
因为如此审慎，很多患者的疾病

也由此早发现、早治疗。
“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

对每一位病患的生命安全负责
原本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应尽
的责任。河南省中医院的宗旨
就是一切为了患者，我们的办院
理念就是‘诚信·爱’，要让每一
位患者在这里感受到诚信和爱
的温暖。”河南省中医院党委书
记王海亮说，重治疗轻预防，是
全民健康最大的障碍之一，河南
省中医院作为河南省影响非常
大的省级三级甲等中医院，始终
积极挖掘中医特色，宣传中医文
化，把健康的防御线前移，为实
现健康中国而践行。

□记者 刘静

1月19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通告，经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
标示为江苏福源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等8家企业生产的8批
次中药饮片不合格。

通告称，标示为江苏福源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协和
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亳州金
芍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国
市盛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广
东美泰制药有限公司、四川原
上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武山
县医药公司中药饮片厂等企

业生产的8批次人参不合格。
不合格项目为农药残留量。

对上述不合格中药饮片，
相关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
措施，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
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国家食药监总局要求相
关单位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依
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对生
产销售不合格药品的违法行
为进行立案调查，三个月内公
开对生产销售不合格药品相
关单位的处理结果，并及时报
告相关情况。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倩

1月10日，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孔忆寒，按照
惯例到禹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常
态化坐诊。临近中午，老患者张
老先生出现在诊室门口。

在两年前，正是孔忆寒为这
位老人实施了全肺切除术，以治
疗老人的肺癌。简单的几句交
谈后，细心的孔忆寒发现了异
常：“虽然患者没有明显的连续
咳嗽症状，但短短10分钟内就已
咳嗽三次，每次都是大口的鲜

血。”经询问，老人已咯血一周。
而这种咯血不及时处理的话，很
可能会因血块栓堵气管，造成窒
息死亡。深知危险性的孔忆寒，
考虑到当地医院有限的技术条
件和设备，立即联系郑州市一院
介入科和肿瘤外科，准备多学科
会诊，并为老人开辟绿色通道。

随即，一场生死接力赛就此
展开。“当天最低气温零下10℃，
患者不适合过多活动和接触冷
空气，他家又在农村，如果自行
到郑州的医院，至少需要4个小
时。”而途中一旦出现不良因素

刺激，老人的症状极有可能加
重，甚至发生不测。孔忆寒一边
联系医院做好准备，一边开车拉
老人回郑州。“这是当时我能想
到的最快捷、最安全的办法。”

1个小时后，张老先生被送
到郑州市一院。肿瘤外科医生
李蒙和该院介入科主任张伟等
专家早已等候在病房楼下，随后
很快为老人检查并紧急会诊，结
合老人的实际情况，为其迅速实
施了急诊介入手术，堵住出血血
管。目前，老人经过一段时间的
精心护理，已经出院。

半袋花生背后的医者仁心
核心提示 |“这是我老家的花生，特别好。”2018年1月23日上午9时许，在郑务工的安徽人

顾先生把半袋花生递到河南省中医院党委书记王海亮手中，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近两个月前，57岁的顾先生在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体检时，被查出有明显脑出血症状，却

因为留错了手机号而失联。多亏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和同事多方寻找，顾先生及时住院治
疗，避免了严重后果（本报2017年11月24日AI09版曾予以报道）。

顾先生来自安徽阜阳，在郑
州打工。2017年11月21日，因
为头晕，他来到河南省中医院健
康体检中心体检，又因工作所
限，体检后没等结果出来就离开
了医院。

当天下午6点多，省中医院
放射科医生黎明在写报告单时，
发现来医院体检的一位男子有
脑出血症状，职业的敏感让他意
识到患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黎明随即与健康体检中心检验
师海士坤取得联系，希望通知该
男子尽快入院治疗。海士坤找
到电话联系时，发现电话号码是

错误的。他立刻将情况上报健
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

“脑出血的危害我很清楚，
一旦发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
我们找不到他，没有及时让他就
医，我一辈子都难安心！”刘永生
尝试通过多种途径联系，却始终
联系不上。他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刘永生来到单
位，把其他不重要的工作都推了，
全身心寻人。最终，在郑州和阜
阳两地警方的帮助下找到了顾先
生，并让他及时住院治疗。

据顾先生当时的管床大夫
殷军辉介绍，患者入院时血压高

达178/110毫米汞柱，如果没及
时就医，随时可能因高血压导致
出血面积增大，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顾先
生康复出院，他想送点礼物给刘永
生及其同事表示感谢，都被婉拒。

顾先生1月24日早晨要坐
火车回老家过年，执拗的他让人
制作了一面锦旗“医者仁心，为
生命负责”，并带上特意托人从
老家捎来的花生等土特产，来到
医院，表达全家人的感激之情。

在医院的安排下，健康体检
中心又给顾先生做了一次免费
的全身体检，结果妥妥的。

□记者 林辉

脑出血患者失联，多方联动寻找终脱险

医者仁心，每一个人都是一面旗帜

10分钟咯血3次

细心医生紧急启动抢救程序

8批次中药饮片
被通告不合格

□记者 李燕红

“二宝出生2个月了，需要做
口腔护理吗？”郑女士的孩子乳
牙还没长，为何如此关注宝宝的
口腔问题？原来她的大宝5岁就
长了蛀牙，所以特别注意小宝的
牙齿问题。

口腔清洁从宝宝多大开
始？记者来到以儿童口腔诊疗
为特色的口腔专科医院——郑
州拜博农业路口腔医院，采访了
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儿童口腔
专业的硕士杨盼盼医生。

杨盼盼表示，从孩子出生开
始，口腔清洁就应该得到重视。

乳牙长出前，漱口最关键，喂完
奶后给孩子喝些温开水，也可以
用纱布蘸上温开水给宝宝轻擦
牙龈和口腔。

乳牙萌出期间，要每天为孩
子清除牙齿上的菌斑、软垢保持
口腔清洁，培养孩子的卫生习
惯。“孩子刚长出1~2颗小牙时
应该使用指套牙刷，既洁齿又能
按摩齿龈；长出2~3颗牙时使用
硅质固齿牙刷，不但能清除牙上
的残渣，而且可满足宝宝这一时
期想咬东西的欲望；宝宝长出8~
11颗牙齿后，适合使用尖形刷毛
的硅质固齿牙刷。”杨医生说，“孩
子3~6岁时培养其刷牙的兴趣，

锻炼独自刷牙的能力，牙膏选用
含氟牙膏，家长做好监督工作。”

杨盼盼说：“如果牙刷毛出
现弯曲，需要更换新牙刷，一般
6~8个星期更换一次；孩子刷牙
时，要将牙刷毛放在靠近牙龈部
位与牙面呈45°角倾斜的位置
上，上牙从上向下刷，下牙从下
往上刷，刷完外侧面还应刷内侧
面和后牙的咬面，每个面要刷
15~20次，每次至少3分钟，刷完
后用清水将牙膏全部漱出。”

最后，杨盼盼医生提醒各位
家长朋友，预防孩子口腔问题应
该从小抓起，建议家长每半年带
孩子做次口腔检查。

孩子口腔卫生 从出生就要重视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张晓华

打扫卫生时，见到一块根
茎，出于好奇，50岁的赵女士
咬了一口。她没想到的是，一
场急救就此展开。

上周的一天，下午5点多，
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抢救间
来了一位女士。她满面痛苦，
一边晃着手里残缺的植物根
茎，一边惊慌地叫喊：“医生，
快救救我，我中毒了！”

赵女士是名保洁工，当天
打扫卫生时，见走廊丢下一块
根茎，又粗又大。她好奇地掰
开，发现还挺水灵，忍不住想
尝尝味道。一口咬下去，她刚
嚼几下，舌头就麻了！赵女士
赶紧将嚼碎的东西吐了出
来。紧接着，她的整个嘴巴开
始发麻，一直麻到咽喉，喉咙
火烧火燎，胃里感到灼热。

赵女士害怕了，赶紧叫上
老伴儿，打车来到省人民医
院。

急诊科值班的护理组长
高爱红一边安排急诊大夫询
问病情，一边立即为赵女士建
立了静脉通路、吸氧、心电血
压监护。一番抢救后，赵女士
的中毒症状明显缓解，情绪慢
慢平静下来。她后悔不已：

“我只是想尝一口，没想到后
果这么严重。”

急诊人员发现，赵女士吃
的原来是滴水观音的根茎，其

叶汁入口会中毒，根茎有毒。
中毒机制是由于其茎内的白
色汁液及滴下的“水”有毒，尤
其是鲜块根茎毒性剧烈，内含
海芋素及生物碱等甾醇类化
合物，有毒成分为草酸钙和皂
毒甙。5~10克的滴水观音，
就足以引起人的中毒症状，表
现为对黏膜的强烈刺激性，腺
体分泌亢进。

滴水观音是常见的家庭
观赏植物，由于其中毒无特效
解毒剂，学校及有儿童尤其是
幼儿的家庭不宜种植滴水观
音，以免误食中毒。公共场所
种植滴水观音，应竖立警示
牌，提醒观赏者注意禁止触碰
及食用。枯萎腐烂的滴水观
音根茎叶，不要随意丢弃，建
议掩埋。一旦出现误食误触
现象，急用生姜汁含漱，也可
先喝牛奶、蛋清或大量糖水中
和毒物。最直接的办法是，用
手指刺激咽部催吐。皮肤中
毒可用醋或盐水清洗。

专家提醒，对于滴水观音
中毒，剧烈腹痛者可注射解痉
剂及吗啡，惊厥者注射镇静
剂，早期、足量、短程应用肾上
腺皮质激素可起到增强机体
应激能力，改善毛细血管通透
性，减少液体渗出和机体损害
作用。一旦遇到不知名的食
物中毒情况，请立即前往急诊
就诊，若病情较重者，及时拨
打120求助。

捡到不明根茎,
阿姨一口咬下中毒

滴水观音鲜块根茎毒性剧烈

一周用药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