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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大学决定，依
托第五临床学院（郑州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设立康复医学
系，由郑鹏远（郑州大学五附
院院长）兼任系主任；康复医
学系与学院管理机构并行运
行，配置教师编制8~10个。

郑州大学五附院副院长、
郑州大学康复医院院长王少
亭说，康复治疗学专业培养的
人才叫康复治疗师，通俗讲，
康复治疗师就是负责对病人
进行康复治疗的专业人员，是
康复医学科重要的支撑力量。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因
先天、疾病和外伤导致的功能
障碍人数约为8269万，但能
得到有效康复治疗的患者仅

占8%左右。而目前，全国康
复治疗师只有4万人左右。据
不完全统计，未来15年，社会
对康复治疗师的需求约为30
万人。

王少亭介绍，积极的康复
治疗，可使相当一部分患者恢
复部分功能，达到生活自理。

“市场需求很大，康复治
疗师却很少，这两者的缺口非
常大。”郑州大学康复医院常
务副院长、河南省物理医学与
康复学会主任委员郭钢花说，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
活和生命质量的追求愈来愈
高，对康复的期望也愈来愈
强，这种矛盾也会越来越凸
显。

每年6月是安全生产月。
为了普及急救知识、强化安全
意识，作为以创伤急救为特点
的急救站，郑州仁济医院肩负
起安全宣教的责任，将定期深
入各企业、单位、学校、社区等
地，开展全面深入的急救知识
和急救技能的培训。

其实，对于急救知识的宣
教和培训，并不单单集中在每
年的安全生产月，郑州仁济医
院在其他时间也会定期深入
社区等进行义诊、急救知识的
科普等，该院已将其形成了制

度、责任到人，旨在让公众拥
有安全意识，都能掌握急救知
识、强化应急处理能力，降低
或避免意外的发生及伤害。

目前，郑州仁济医院的急
救站（28号急救站）作为以创
伤急救为特点的急救站，在安
全月期间可对企事业单位进
行安全生产、急救防护等知识
的培训，因时间有限、企事业
单位多，需要提前报名预约，
负责人登记后进行培训课程
的安排。

想学急救技能
这家医院可帮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任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通讯员 王凯

郑州大学依托郑大五附院
设立康复医学系

6月1日晚，80岁的岳老太
太在家洗澡时，不慎绊倒，右髋
部疼痛剧烈，无法站立。120急
救人员将她送到郑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经检查，老人的右侧股
骨转子间骨折，该院关节骨科病
区医生积极给予牵引制动、止痛
等措施缓解疼痛。

在专家讨论老太太的治疗
方案时，骨科主任郑卫东说，岳

老太太已经80岁高龄，如保守治
疗，患者将面临长时间卧床，身
体可能出现压疮、坠积性肺炎、
下肢静脉血成等严重并发症；如
果做手术，将面临高龄患者心肺
功能耐受性差、脑梗、出血、感
染、肺炎、心肺功能衰竭等风
险。考虑到老人的生活质量，专
家与患者家属详细沟通及告知
后，家属最终同意手术治疗。

很快，岳老太太顺利接受了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术后给予
抗感染、抗凝、消肿止痛对症治
疗，术后三天，岳奶奶已经可以
下床活动。

郑卫东说，老年人跌倒所致
的髋部骨折病例越来越多，老年
人骨折了会给家人带来沉重的
负担，自己也饱受痛苦，所以在
日常生活中预防跌倒十分重要。

炎炎夏日是痱子盛行的季
节，别小瞧了这不起眼的红点，
如果不及时缓解症状，可能会成
为更大的健康隐患。

郑州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
黄玉成介绍，痱子是指夏季因汗
出不畅所产生的一种皮肤病，主
要由汗孔阻塞引起的，多发生在
头皮、颈部、胸部、腋窝、大腿根
等皱襞部位，起初皮肤表面发红
有红斑，继之出现针尖大小的疹
子或水疱，同时感到疼痛刺痒。

黄玉成说，根据皮肤表现，
痱子一般分为三种：

1.红痱。针头大小的红疹，
略高于皮肤，痒感明显。好发于
手背、肘窝、颈、胸、背、腹部、臀
和头面部，遇热时痒感更明显。

2.白痱。晶莹透亮的小水
疱，周围无红晕，疱壁薄，容易磨
破，没有痛感，瘙痒感很轻，好发
于颈、躯干部。

3.脓痱。痱子顶端可见针头

大小的脓疱，常发生于皮肤褶皱
部位，如四肢内侧和阴部。

已经长出痱子怎么办？黄
玉成说，如果痱子长在头颈部，
尽量将患处的头发剪短，将患处
露出来，平时勤剪指甲，防止搔
抓，避免皮肤继发感染。如果痱
子长在身上，就应常洗澡，勤换
衣服，保持皮肤清洁干燥。

黄玉成说，最好选用温水洗
浴，为减少对皮肤的刺激，洗澡
时严禁用力摩擦有痱子的地方，
最好不用含化学成分的沐浴产
品，必要时可在水中加入微量花
露水效果会更好，洗完后用毛巾
轻轻擦干，再涂些痱子粉或药
物，以减轻刺痒。

在预防方面，黄玉成建议，
首先，保持室内通风、凉爽，以减
少出汗和利于汗液蒸发；其次，
勤洗澡，勤换衣，日常尽量穿着
轻薄宽松、透气的衣服，最好以
柔软的棉质衣物为主；再次，做

好防晒工作，如汗液较多时要注
意擦干脖颈、腋下、大腿根部等
皮肤皱褶处汗液或及时更换潮
湿衣服，保持皮肤清洁、干爽；最
后，多食用清热解暑、化湿的食
品，如西瓜、苦瓜、绿豆汤等。

黄玉成提醒大家，要注意痱
子跟皮炎湿疹等疾病的区别。
这些疾病临床表现极为相似，但
用药及治疗方法完全不同。皮
肤出现问题后，严禁搔抓，防止
感染，尽快到正规医院就诊。

牙龈出血，特别是刷牙时
牙龈出血的情况，让不少人烦
恼不已。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口腔科主任马汝逸介绍说，
牙龈出血是口腔科常见症状
之一，指牙龈自发性的或由于
轻微刺激引起的少量流血。
轻者表现为仅在吮吸、刷牙、
咀嚼较硬食物时唾液中带有
血丝；重者在牙龈受到轻微刺
激时即出血较多，甚至自发性
出血。

那么，牙龈出血的原因是
什么呢？马主任解释说，一般
而言，牙龈的慢性炎症是牙龈
出血的常见原因，故牙龈出血
多见于牙周炎和牙龈炎患者；
但有时也可以是某些系统性
疾病的口腔表现，这时应予以
足够重视。

另外，由于口腔卫生不
佳，造成口腔内病菌大量繁
殖，形成牙菌斑、牙石，牙菌斑

中的细菌产生许多有害的代
谢产物，对牙顺组织造成损
害，使牙龈组织产生炎症，牙
龈便失去原有的正常的色泽
和形态，变得红肿松软，容易
出血。

但需要注意的是，牙龈出
血本身不是一种疾病，但有些
全身性疾病却能引起牙龈出
血：像白血病、血友病、恶性贫
血、肝硬化、脾功能亢进等。
如果牙龈反复出血，或皮肤时
常出现一些青紫色的斑点，同
时脸色发黄、全身无力等症
状，就应该及时做血液、肝功
能等相关检查。

因此，牙龈出血并不是小
病症，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
进行检查治疗，以免耽误疾病
的最佳治疗时间，不管是什么
原因引起的，只要在早期及时
得到控制，都可以有理想疗
效。

学会这几招，和痱子说再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慧

置换人工髋关节，八旬老人三天后下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韩鑫颖

牙龈总出血
可能是其他疾病症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马炜徽

资讯速览

除了对特殊人群的重点
援助，为进一步扩大口腔健康
福利的受益范围，本月花园口
腔联合大河报推出百万爱牙
健康礼送全城活动：40岁以上
市民可凭身份证到花园口腔
领取千元爱牙大礼包，6月18
日前，现场即领即用。目前仅
余不足400份，送完为止。

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根艺先生、河南省慈善总会领导现场见证

6位老人获援助，即圆种牙梦
省内较早开展中老年种植牙的机构；2.6万多颗种牙成功案例；多颗、半口、疑难均可种
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 | 花园口腔作为率先将国际先进种植牙技术引
入河南的专业口腔机构之一，一直致力于推广科学规范
的种植牙技术，更广泛地造福河南百姓。为帮助更多人
关注口腔健康，同时为缺牙患者做好事、做实事，花园口
腔联合河南省慈善总会、大河报举办“微笑工程”慈善公
益援助行动，为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者经济困难群众提供
口腔健康援助，帮助他们解决缺牙难题，重获口福。

“我建的桥、修的路通车了，
老了该享福了，我的牙却出问题
了。”72岁的董老先生是河南省
交通厅的退休职工，早年为国家
桥梁事业奋斗了45年，先后参加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开封黄河公
路大桥和国道310线开封至洛阳
高速公路等工程建设，连续十年

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也是“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吃饭
却成了我最头疼的事，几年前我
这几颗牙陆续‘下岗’后，顿顿吃
饭都塞牙，嚼东西嚼不烂，邻牙
也慢慢松动，真的很痛苦。”受援
助代表董老先生诉说道，“看到

大河报的报道，我马上就过来
了，但是到院后的事，很出乎我
的意料，接待人员服务特别热
情，李院长给我检查得也特别仔
细，制订的手术方案我特别满
意，这跟我之前去医院看病的感
觉完全不一样，跟对待亲人似
的。”

“微笑工程”慈善公益援助
行动推出后，得到热烈反响，许
多患者不顾路远纷纷前来咨询，
活动收到近百份援助申请。花园
口腔根据省慈善总会要求，甄选
6位患者作为本次援助对象。

受援的6位患者既有优秀科
技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等，也
有经村委会、社区推荐的家庭经
济困难的老人。79岁的蒋老在
职期间主编多本医学卫生论著，
发布68篇国家级论文，曾荣获国
家级、省级和卫生部的重大科技
成果奖、科技进步奖16项次；69
岁的张老先生担任厂长23年，将

年产值不到百万元的工厂管理
发展成为年产值达两亿元的企
业，先后被评为市级、省级、全国
劳动模范；偃师市56岁的潘女
士是经村委会推荐的肢体二级
残疾患者；家住郑州花园路的周
女士上门牙长期缺失因经济条
件无法修复；52岁的李先生在郑
州务工多年，全口14颗牙缺失，
因长期吃泡饭，身体越来越差。

今天下午3时，“微笑工程”
慈善公益援助仪式将在花园口
腔三楼会议室隆重举行，六位老
人将全部到场，并在仪式结束后
实施种植手术，即圆种牙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吃饭却成了最头疼的事”

近百份援助申请，甄选6位受助对象

公益不停歇
凭身份证领千元礼包

受助人董先生到院接受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