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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28 河南 重点

参加“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届骨科学术会议暨第十三届 COA 国际学术大会”

漯河医专二附院专家载誉而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刘宝霞 文图

足踝会场，漯河医专二附院足踝外科主任陈宏峰学术发言

本报讯“近日，由中华
医学会、中华医学会骨科学
分会主办的“中华医学会第
二十届骨科学术会议暨第十
三 届 COA 国 际 学 术 大 会 ”
（下称“COA 大会”
）在厦门
召开。漯河医专二附院（市骨
科医院、市五院）骨科专家团
队一行 20 余人应邀出席会
议，并在中国关节外科多中
心研究工程授牌仪式、足踝
会场、中青年医师优秀论文
评比会场、影像会场等多个
平台开展精彩的学术交流，
赢得国内外骨科“大腕”的一
致好评。
记者了解到，作为我国
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骨科
学术会议，本次 COA 大会国
内外参会代表人数达到
25000 多人，收录稿件 25191
篇，共有 16 个专业在本次大

会设立了 39 个分会场。会议
设置了大会发言、专题研讨、
病例讨论、现场辩论、手术演
示及病壁报展示等多种交流
形式，集中展示了我国骨科
过去一年最新技术与研究进
展。
漯河医专二附院骨科专
家报送的多篇论文作为壁报
和电子壁报在大会上进行了
展示，并被收录进电子论文
集与世界各国专家交流。内
容涵盖脊柱、创伤、关节、骨
肿瘤、显微外科、矫形、骨内
科、小儿骨科、足踝外科等多
个学科，全面展现了近年来
该院骨科在科研、临床、学术
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中国关节外科多中心
研究工程授牌仪式上，漯河
医专二附院骨六科李付彬主
任、骨三科张绍安主任两位

教授被聘请为中国关节外科
多中心研究工程临床基地研
究员，中华医学会骨科专业
委员会候任主委王坤正教授
为他们授牌。
在足踝会场，漯河医专
二附院足踝外科主任陈宏峰
以《手术治疗陈旧性 Lisfanc
损伤的临床治疗分析》为题，
进行学术发言。在中青年医
师优秀论文评比Ⅱ会场，该
院数字医疗与骨科 3D 打印
实验室宛磊主任以《3D 打印
钛合金骨小梁金属臼杯结合
垫块在髋关节翻修髋臼骨缺
损的应用》为题进行参赛发
言，成为该组河南省唯一入
选医师。在微创影像会场，漯
河医专二附院脊柱外科刘雅
普博士以《颈脊髓微血管 3D
重建造影剂的对比研究》为
题，
进行学术发言。
据介绍，近年来漯河医
专二附院骨科专家团队秉承
学术治科、科研开路的理念，
始终紧盯国内外骨科发展动
态 ，努 力 开 展 新 技 术 、新 业
务，时常组织专业学习、技术
研讨，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在
国内骨科领域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培
养了一批术有专攻、精益求
精的青年医生，他们在各自
专业领域均取得了可喜成
果，为更好服务患者、助推骨
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违规充电引火灾 车主被行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彦军 文图

消防员灭火现场

本报讯 冬季正是火灾
高发期，漯河市一小区内夜
晚时分突发大火，经核查，原
来是电动车主违规充电所
致。12 月 6 日，记者了解到，
目前涉事车主已被处以行政
拘留 10 日的处罚。
据记者了解，12 月 1 日
21 时 36 分，珠江路消防中队
接到 119 指挥中心调派，位
于漯河市燕山路某小区 23 号
楼一楼门洞电动车着火，开

发区大队立即调派 4 辆消防
车 17 人赶赴现场。
当日 21 时 45 分，珠江路
消防中队到场。由于小区大
门较窄，消防车进入困难，指
挥员立即带领战斗员徒步几
百米跑至起火地点，到场后
发现一楼楼道处三辆电动车
一辆自行车正在猛烈燃烧，
火势较大，整栋楼充满浓烟。
指挥员一边组织人员向
楼上住户喊话，关好门窗，请

勿下楼，一边带领两名战斗
员进入楼洞把着火电动车抬
出，然后带领战斗员沿楼梯
进入，逐层打开楼梯间窗户
进行排烟，并查看是否有人
员被困。
待大火被扑灭，楼梯间
烟气浓度降低后，消防员逐
门逐户进行敲门排查，将住
户一一护送到楼下。当日 22
时 06 分，经再三确认楼内无
住户，火灾没复燃的可能情
况下，消防员收整器材装备
撤离现场。
经调查，失火原因是该
单元楼一楼楼梯拐角处，停
放了三辆电动车和一辆自行
车中的一辆电动车违规充电
引发火灾，随后引燃了其余
电动车。漯河市消防支队开
发区大队对该小区物业管理
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漯河警
方则对违规充电致电动车起
火的车主采取行政处罚，并
予以 10 日行政拘留的处罚。

漯河市直机关1.5万余名党员
将进课堂学宪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王昆鹏
本报讯 12 月 4 日，漯河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举办“万名
党员进课堂”学习宪法报告
会，市直机关单位 750 余名党
员干部参加。
报告会邀请省委党校法
学教研部主任汪俊英教授作
题为《加强宪法实施树立宪法
权威》的辅导讲座。讲座从宪
法一词的溯源、我国宪法的历
史发展、宪法实施与监督的路
径等五个方面作全面系统的
辅导和讲解，对全市机关党员

干部充分认识宪法修订的重
要性，加强宪法学习、增强宪
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维护
宪法权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下一步，漯河市直机关工
委将在市直机关“主题党日”
活动当天，组织市直机关 800
多个基层党组织和 15000 多
名党员集中开展宪法学习，推
动全市机关党员在全面依法
治市、建设法治漯河中走在
前、当先行、做表率。

男子高铁上突发急症
两位漯河医生参与抢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齐放
本报讯 高铁上，一名男
子突然发病倒地意识模糊,浑
身抽搐，万分紧急之时，两位
漯河医生及时赶到参与急救，
最终该男子病情稍微缓和，就
近下车接受进一步治疗……
12 月 6 日，据记者了解，
这两位参与急救的漯河医生，
分别是漯河市中心医院（漯河
医专一附院）医务科副科长金
焱和漯河医专三附院普外科
医生兼科教科科长朱利伟。
12 月 1 日下午，从广州南
驶 往 郑 州 东 的 G546 次 列 车
刚过韶关站，14 号车厢内，一
名男子突然发病，浑身抽搐倒

地不起。乘务员赶到现场后，
通过广播寻找医务人员前往
急救。
据金焱和朱利伟回忆，他
们立即赶到了 14 号车厢参与
急救。当时这名约 30 岁的患
病男子躺在过道上意识不清，
抽搐不止。车上多位医生也纷
纷赶到现场，开始进行急救。
其间，列车长已通知前方郴州
站准备 120 急救车等候。
最终，经过列车工作人员
和多名医生的紧急抢救，男子
已脱离生命危险，随即被急救
车送去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为了已故好友的嘱托
她成了这两兄弟的
“妈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尹晓玉
本报讯 好友不幸离世
后，因两人的一句承诺，漯河
市民张艳琴悉心照顾好友的
两个儿子多年，并且，她还作
为好友大儿子刘伟的“妈妈”，
远赴厦门参加了婚礼。
“ 当在
婚礼上听到那声‘妈’，我瞬间
泪流满面。”昨日，向记者提及
此事，
张艳琴感慨万千。
记者了解到，张艳琴与好
友 田 凤 仙 相 识 于 2006 年 夏
天，
“ 当时凤仙参加了我们的
合唱团，因为说话投机，很快
我们就成了好姐妹”。张艳琴
对记者说，但天有不测风云，
2015 年，田凤仙因病不幸离
世，临终前曾嘱托张艳琴多照
顾自己的两个儿子。
“凤仙当时对我说，她赶
不上俩儿子的婚礼了，希望我
能代替她作为孩子的‘妈妈’
去参加婚礼。”张艳琴说，这些

年来，她一直没有忘记好友的
嘱托。
据刘伟介绍，自己的母亲
去世后，张艳琴对他和弟弟更
加关心了，从工作到生活，开
导他们、指引他们，基本上充
当了妈妈的角色。刘伟说，这
么多年下来，他们兄弟俩已经
把张艳琴当成了亲妈妈一样
看待。
回忆起刘伟结婚时的场
景，张艳琴仍历历在目，按照
当地的习俗，刘伟和新娘要在
深夜 12 点拜堂。
“ 在婚房里，
我拿出红包交给新娘，新郎新
娘要给我敬酒。”张艳琴说，那
一瞬间，她看到刘伟眼里含着
泪，手在微微颤抖着说“妈，请
喝喜酒”。听到这句话，张艳琴
瞬间泪流满面，她接过酒杯一
饮而尽，心里既有高兴，也有
对好友田凤仙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