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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患者就医
开启夜间门诊

该院口腔科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很多患者来口

腔门诊就诊时，挂号后等待

时间非常长，如果在临近下

班的时间来就诊，很可能无

法得到治疗。加之口腔门

诊值班时间与多数人工作

学习时间相冲突，多数人白

天忙于工作，无法进行口腔

保健治疗，下班后又无处求

医，同时夜间又是小儿牙外

伤与急性牙髓炎的高发时

段，此时却无法得到诊治，

有道是“牙疼不是病，疼起

来要人命”，给患者身心带

了极大的痛苦。

5月 5日，焦煤中央医

院口腔科夜间门诊正式开

诊，接诊时间为17时至20

时，诊疗范围包括牙痛、补

牙、洗牙、牙齿美白、口腔黏

膜病、镶牙、美学修复、牙齿

矫正等。口腔科夜间门诊

的开设，不仅分流了日间就

诊压力，减少了日间门诊拥

挤情况，也极大缓解了群众

“看病难”问题，让工作和看

病两不误。

夜间诊疗由该科专家轮

流坐诊，为市民提供等同白

天门诊一样的“延时服务”，

在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上满

足不同群体的服务需求，为

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服

务。

有部分老年人行动不

便，白天子女工作无法陪伴，

夜间门诊可解决子女兼顾家

庭和工作的难题。更多的中

小学生，白天上课时间和医

院上班时间重合，白天看病

影响上课，放学看病医院正

好下班，医院口腔科开启夜

间普通门诊后，有效解决了

中小学生看口腔病时间冲突

问题。同时，夜间普通门诊

分流了日间就诊压力，还有

效缓解了患者白天就医停车

困难问题。

实力雄厚服务一流
焦煤中央医院口腔科

是焦作市医学特色专科，现

有专业技术人才 35名，其

中高级职称 11名，中级职

称 3 名，专业护理人员 9

名。该科先后选送人才赴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口腔医学院、第四

军医大学深造学习，增强科

室技术力量。

该科口腔病房设有床位
20余张，门诊拥有先进的综
合治疗椅、热牙胶充填、口腔

锥形束CT、口腔全景X光

机、骨微动力系统等一流设

备，专业诊治口腔颌面外科、

口腔内科、正畸科、修复科、

黏膜及关节科等各类口腔疾

病。

“生命之托，重于泰山，

真诚相待，回报社会”是科室

全体医护人员永远不变的服

务宗旨，全体医护人员秉承

“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患者利

益至上”的原则，发扬焦煤人

“特别能战斗精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竭诚为广大群

众服务。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王娅丽

材料：党参15克、黄芪

15克、陈皮10克。

做法：以上诸药，洗净

浸泡后加入500毫升清水，

煮沸5分钟即可，代茶饮用，

每日数次。

功效：党参味甘、性平，

有补中益气、养血生津等作

用；黄芪味甘、性微温，能健

脾补中；陈皮味辛、苦，性

温，具理气健脾、燥湿化痰

之功。以上诸药合用具有

补中益气、醒脾开胃的功

效，适用于排除器质性病变

的脾肺虚弱、气短乏力、少

气懒言者。

焦煤中央医院口腔科

急患者所急 开启夜间门诊
从 5月 5日开始，

焦煤中央医院口腔科

正式开启夜间普通门

诊。

据悉，该夜间门诊

的接诊时间为17时至

20时，不需要预约，可

当场扫码办理电子就诊

卡随时就诊。

夜间门诊的开设，

极大方便了患者就医，

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记者孙倩文

急性胰腺炎 暴饮暴食后更易发作
□河南省人民医院王玉柱

吃、喝是立命之本，伴

随人的一生。但现下吃喝

引起的疾病越来越多，如急

性胰腺炎、脂肪肝、反流性

胃食管炎、结直肠肿瘤等，

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

其中，急性胰腺炎的病

因较复杂，可能与胆结

石、暴饮暴食、药物、酗

酒等有关，尤其是与不

规律“吃、喝”有极大关

系。因在过节期间很容

易暴饮暴食，更易发作，

因此，急性胰腺炎又称

作“富贵病、过节病”。

在我国，胆结石、饮

食习惯及高脂血症为其

主要诱因，近年来，高脂

血症诱发急性胰腺炎的

概率正逐年提高。

急性胰腺炎临床

分为轻型和重症，常见

的症状有中上腹部持

续性疼痛，有时伴有发

烧、呕吐、腹胀，一般在

暴饮暴食或饮酒一两个小时后

发作。由于重症胰腺炎病情进

展迅速，甚至伴多脏器功能衰

竭，危害极大，需及时到正规医

院接受治疗。生活中，可根据急

性胰腺炎的病因和诱因，对其进

行针对性预防：

胆囊结石：针对细小多发结

石，在平时合并胆囊炎时，就应行

胆囊切除术；若合并胰腺炎后发

现，应该做到“人走胆留”，即胰腺

炎治疗稳定后摘除胆囊。

暴饮暴食：改变短时间大量

高脂、高蛋白进食习惯,还要控

制饮酒。

高甘油三酯血症：临床上发

现，在饮酒诱因下，当甘油三酯

（TG）水平大于5.65mmol/L时，

可 诱 发 胰 腺 炎 ，当 TG 超 过

11.3mmol/L时，容易诱发高脂

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因此，在

“吃、喝”的同时，也应该通过药

物、饮食、运动来降低血脂，尽量

降低胰腺炎的发生率。

医护协作为患者治疗

自觉气短乏力
常喝参芪陈皮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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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福源青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26830吨生物医药系列产品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写

完成，公示如下：（一）查阅方式;下载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0I6fbHRgTjb6IIiiW69bvA 提
取码：y7dk。（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在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工作、学习、生活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www.m
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
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途径;公众可以将填好后的公众意见表发送
至 邮 箱 ，或 者 以 电 话 方 式 提 出 意 见 。
电话：18135789195
邮箱2248566962@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2022年5月6日~5月18日。

●黄俊峰410727197009241510
执 业 证 号 0000184101050
0002021001285丢失声明作废。
●姓名：韩帅(身份证号4123261
97905137539）不慎将执业证（执
业证号 020001411400800201
70100148）遗 失 ，声 明 作 废
●办证代收费收据号：01488，
金额：8645元，丢失，声明作废。
●夏邑县环岛旅社注册号411426615
121345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夏邑县辣皇尚麻辣诱惑锅品
店 注 册 号 411426615515761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王锁柱注册号411426615169
892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服务 13676972177
热线：0371-556986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