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持续改善医疗服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系列宣传报道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华小亚

为了全省妇幼保健事业的提升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
见》明确指出，城市三级医院主要提供急危
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的诊疗服务；城市二级
医院主要接收三级医院转诊的急性病恢复
期患者、术后恢复期患者及危重症稳定期患
者；县级医院主要提供县域内常见病、多发
病诊疗,以及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和疑难复杂
疾病向上转诊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康
复医院、护理院等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
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老年病患者、晚期
肿瘤患者等提供治疗、康复、护理服务。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小安说：“郑
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作为全国一流、全省龙头的妇幼保健机构，
有责任有义务，依据指导意见，结合我省妇
幼保健行业现状，为提升我省妇幼保健行

业整体诊疗水平尽心尽力，同时实现分级
诊疗制度切切实实落地生根。”

作为一次有益探索，河南省妇幼联盟
成立这近一年时间里，我省妇幼保健行业
分级诊疗制度已初见成效。

团队常驻帮扶提升基层诊疗力

“一木不成林，百花方为春。我们能做
的就是通过一种有效的、针对性极强的、切
实可行的方式，提升基层一线医护人员的
专业技能水平，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不出
远门，花最少的钱治好病。妇幼联盟成立
的初衷就在此，是我们落实国家分级诊疗
制度的一种探索。”张小安介绍。同时，联
盟还将在成员单位间实现资源共享和流
动，促进成员单位之间在管理、医疗、保健、
教学培训与科研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合作，
增强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能力，提升基层
妇幼保健机构的服务能力。

“天下妇幼是一家。”张小安院长说，他

们通过举办新技术培训班，基层人员来院
进修，组织专家下基层医院义诊、培训、指
导，“迎进来”、“走下去”双管齐下，将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的先进技术、管理、文化向基
层妇幼保健机构输送。推动基层妇幼保健
院的发展，惠及广大基层的妇女儿童。通
过派驻帮扶专家团进入基层保健院进行专
项帮扶和手把手传授，目前，全省已有 9家
原本濒临关门的妇幼联盟成员单位，走上
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如今到这些被帮扶过
的基层妇幼保健院走一走、看一看，简直就
是省级妇幼保健院发展模式的再现：大到
科室设置，小到医护人员和患者沟通的用
语模式，以及职工精神面貌和医院文化，都
映射出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影子，这也正
是河南省妇幼保健院辛勤付出、全力帮扶
的有力印证！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怀，正是怀着“大妇幼事
业”的梦想，张小安和他带领的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团队，不仅着眼于自己医院的发展，
更是致力于推动全省妇幼卫生健康事业整
体水平的不断提升。只有落实好分级诊
疗，带领好基层医院的发展，省级大医院的
专家们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疑
难杂症的诊治、高精尖技术的研究，向更高
的医学领域攀登。

同时，省级医院也将有更多的资源和
精力着眼于服务全省妇幼健康的“大事”。
目前，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正在筹备全省人
口信息资源库（包含“样本库”和“标本
库”），此信息资源库的建立，将为预防出生
缺陷、提高我省出生人口素质，提供极为可
靠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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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1日，郑州市食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松安带领食品流通处工作人员到
河南正道思达连锁商业有限公司总部调研。重点检查了预包装食品的环境卫生、贮存
温度等情况，仔细查看了食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等相关制度履行情况。 （杨鑫）

色素痣通常称“痣”，是皮肤最常见
的良性增生性病变，可见于任何正常人
体，出生时已经存在，或出生后逐渐显
现。黑色素瘤是皮肤癌的一种，是皮
肤、黏膜的黑色素细胞恶变的结果，多
由色素沉着斑和痣发展而来，通常由外
因（如冷冻、激光、刀割、摩擦）刺激发
病，有转移倾向且危及生命。因此，如
果将黑色素瘤误认为是普通的色素

“痣”，隐患将时时存在。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肿瘤内二病

区主任张维真介绍了 5种区分黑色素
瘤与色素痣方法。

一看痣的对称性。将痣用笔画线
一分为二，普通痣两边对称，恶性黑色
素瘤多为不规则形，两半不对称。

二看痣的边缘。普通痣边缘光滑，
与周围皮肤分界清楚，而恶性黑色素瘤
多参差不齐，呈锯齿样改变。

三看痣的颜色。普通痣颜色多为
棕黄色、棕褐色或黑色，而恶性黑色素
瘤常在普通痣颜色的基础上掺杂多种
颜色，几个月内颜色突然加深、变黑、变
蓝，或开始褪色。

四看痣的直径。普通痣一般小于
5毫米，而恶性黑色素瘤直径大多超过
4毫米至6毫米。

五看痣的表面特征、质地形状的改
变。普通痣常年不会发生变化，人不会
有不适感觉。而恶性黑色素瘤常在短
期内迅速增大，周围皮肤会出现出血、
溃疡、瘙痒、难愈合、疼痛、结痂等炎症
反应。如果黑痣四周出现许多新的小
痣，并伴有区域淋巴结肿大，这是癌细
胞分裂、扩展开的一个表现，是黑色素
瘤的一个重要表现。

如果高度怀疑黑痣恶变，张维真建
议进行以下四个步骤的治疗：

第一步：最好是完整地手术切除，
并将标本送到专科医院做病理切片检
查；

第二步：如果是黑色素瘤，及时在
对黑色素瘤有研究的专家指导下进一
步行扩大切除术，切缘最多2cm。

第三步：根据病理检查报告和全身
检查，决定分期(即危险性)；

第四步：危险性高的患者，应行全
身治疗，来降低复发风险。 （王秋红）

5种方法识别恶性“痣”

身边的共产党员
两学一做两学一做

2015年5月8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17年,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

完善；到2020年,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2015年9月18日、19日，由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承办的“妇幼健康中国行——走进河南”系列活动暨全省妇

幼保健院院长论坛在郑州举行。会上，河南省妇幼联盟成立，该联盟的成立，开启了我省分级诊疗下沉入基层的新模式。

“妇幼联盟”：将分级诊疗落到实处

7月 22日，郑州市食药监管系统市、区、办三级执
法人员联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第三批）中涉
及花园路纬四路15号院的小餐饮及食品加工小作坊
进行突击检查，落实环境污染整治。

此次检查采取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
题现场执法，并提出整改意见。凡涉嫌无证生产经营
食品的单位均依据《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严厉查
处，对持证经营商户要求其严格规范经营行为和改善
食品加工操作环境；对随意倾倒垃圾的食品经营商户
进行了批评劝导。

检查组在收到郑州市政府相关通知20小时内，将
15号院所有食品经营单位全部检查完毕。此次检查
共下达执法文书26份，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9份，要
求停业整顿7家。 （杨鑫）

7月 23日，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开展水中
分娩六周年之际，医院举办了“分娩无痛不是梦”大型
音乐会，800位孕妈妈和准爸爸因为健康分娩相约在
一起，他们不仅学到了关于分娩的知识，收获了丰厚的
礼品和大奖，最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了如何正确地迎接
新生命的到来。这是一场改变800位孕妈妈和准爸爸
分娩观的音乐盛会。

音乐会在一曲《爱的祝福》中拉开帷幕，优美典雅的
旋律让与会人员迅速进入状态。到了音乐互动环节，北
京音乐镇痛分娩专家聂巧乐现场带领孕妈妈们放松、深
呼吸，做宫缩间隙的放松体验，进行音乐按摩，有节奏地
按摩腰部、背部，让孕妈妈的精神和肌肉得到放松。

音乐会现场，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妇产科
主任王雅莉、北京音乐镇痛分娩专家聂巧乐共同为音
乐镇痛分娩项目合作基地落户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揭牌。

据悉，郑州中心医院妇产科于1954年建院时创建，
一代代妇产科医护人员坚守安全底线，着眼服务提升，
致力于技术创新，在省内首家引进水中分娩技术，率先
开展瘢痕子宫经阴道分娩、自由体位分娩、无痛分娩、妇
科腔镜微创技术和新阴式手术，每年6000多位宝宝在
中心医院健康出生，有3.5万位病人康复出院。

相关链接：水中分娩，顾名思义，是在水中生孩子，
这是一种自然分娩的方法之一，这种分娩方式分娩时
出血量少，会阴也很少有破损，胎心也不会出现异常变
化。由于分娩时间相对较短，所以对于孕妈妈的痛苦
也会有所减少和帮助。水中分娩的好处让越来越多产
妇想在水里生宝宝，但是水中分娩需要一个基本原则，
即只有符合顺产条件的产妇才有可能进行水中分娩。
而能否进行水中分娩，则只有到进入产程后医生或助
产士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 （封宁）

医 卫 快 讯医 卫 快 讯

用别开生面的音乐会
讲述无痛分娩知识

郑州市食药监局

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

日前，从濮阳市卫计委传来消息，按照省卫计委统
一部署，市卫计委决定从即日起至8月10日开展套取
新农合资金问题集中整治行动。

据悉，濮阳市此次集中整治行动主要内容为集中
整治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通过伪造病历处方、伪造收
费票据、伪造住院信息等手段弄虚作假套取新农合资
金问题，以及违规检查、违规治疗、违规用药、违规收费
等不规范服务行为，分为集中清查和重点督察两个步
骤。力争通过集中整治行动和监管年活动的开展，进
一步明确监管任务，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责任，提
高监管技能，建立健全覆盖新农合政策运行全过程的
长效监督机制，确保新农合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张明华 米书芳）

濮阳市卫计委

整治套取新农合资金问题

夏季天气炎热，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由于天气
热或宝宝从炎热的环境中突然进到空调房都易导致小
儿咳嗽。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郭丽芳建议，夏
季小儿咳嗽，可以试试中医食疗方川贝萝卜饮。

川贝萝卜饮：原料：川贝6克，萝卜1个；制法：将
萝卜洗净、切片，同川贝入锅中，煮沸；应用：喝汤吃萝
卜，每日2次；功效：川贝性凉，味甘、苦，能润肺清热、
化痰止咳。萝卜性平，味甘、辛，能下气消食、除痰润
肺、解毒生津、和中止咳。二者合用，可润肺清热，止咳
化痰。 （姜素丽）

夏季小儿咳嗽用川贝萝卜饮

中 医 养 生中 医 养 生

楚金亭：平凡岗位一棵松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夏玮羲

7月1日，45岁的李先生将“医德高尚·
妙手回春”的锦旗送到了郑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楚金亭的手中，满脸的
感激之情无声地诉说着他昏迷三个月之后
恢复如初的欣喜。

爱就是带头服务患者

三个月前，因一氧化碳中毒，持续昏迷
时间已经有三个月的李先生，被当地医院
的急救车转到了郑州市二院高压氧科。

李先生的家人是在多方打听之下才知
道高压氧或许能唤醒昏迷中的亲人，通过
上网查询得知，郑州市二院高压氧科是河
南省高压氧培训基地，承担全省高压氧从
业人员的上岗培训和安全教育任务，治疗
昏迷等急危重症患者经验丰富，唤醒了很
多因各种原因导致长期昏迷不醒的病人。

郑州市二院高压氧科没有让他们失
望，经过三个月的高压氧治疗，李先生不但
苏醒了，还恢复如初。为了表示感谢，他们
多次请楚金亭等高压氧科的医务人员吃
饭，都被他们婉言谢绝了。

全家人看着重获健康的李先生，出院
那天，李先生亲手拿着锦旗来到高压氧科，
并将它送到楚金亭手中。

干就是带头爱岗敬业

翻开郑州市二院高压氧科的发展史，
让人叹为观止。

高压氧科创立于上世纪80年代，是我

国较早开展高压氧治疗的科室之一。1983
年，郑州市二院建成地下高压氧舱群，在国
内率先成功开展并报道《高压舱内肺围手
术》及《高压舱内椎管手术》，为我省高压氧
医学在临床应用做出了良好开端。1995年
郑州市二院高压氧科通过郑州市卫生系统
首次重点学科评审被授予“郑州市临床医
学重点学科”。

楚金亭告诉记者，她是在2001年接任
的高压氧科主任，当时的高压氧科虽然在急
性一氧化碳中毒及中毒性脑病、颅脑损伤及
植物状态、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小儿脑瘫等
疾病的救治中，抢救成功率高，副作用小，但
是在高压氧科研方面的成就却没有突破。

为此，在楚金亭2004年参加由中华医
学会举办的高压氧医学新进展培训会议间
隙，她把首都北京当时开展高压氧治疗的
医院走了个遍，在走访过程中，她细心地记
录了，各家医院不同的治疗方案及他们所
获得的各种高压氧科研项目名称，虚心请
教她所能想到的关于高压氧治疗和科研方
面的问题，现在想想，楚金亭说，当时自己
的一些问题实在是太可笑了，但是当时就
是不懂也不了解，好不容易碰到这么好的
机会，她又怎么能错过呢？不过，好在北京
医院专家对她的回答非常详尽，一点也没
有小瞧的意思。七天的时间，悄然过去，再
回到医院的楚金亭，购买了很多关于高压
氧医学方面的书籍，苦心钻研，刻苦学习，
她将学到的众多高压氧治疗方案进行整理
并借鉴，总结出目前在全省广泛应用的高
压氧治疗方案。现在，经过十几年的不懈
努力、探索和积累，才能在高压氧临床、教

学及科研方面应对自如。
众所周知，科研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

就的，科研的道路也是崎岖不平的，不怕困难
与挫折的楚金亭从没有想过退缩。功夫不负
有心人，2010年，楚金亭获得了她的第一个
科研奖项，郑州市卫生科技成果二等奖。有
一就有二，目前在楚金亭的带领下，高压氧科
承担省、市科研课题五项，曾获得河南省科技
进步奖一项、河南省卫生科技成果二等奖一
项、郑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四项。

有付出就有回报。亚太潜水与高气压
医学会培训基地；河南省医学会高压氧医
学分会主委单位；河南省高压氧培训基地；
河南省高压氧从业人员岗位安全培训会
议；郑州市高压氧治疗中心；郑州市临床医
学重点（培育）学科等特色诊疗专科和培训
基地一一落户郑州市二院高压氧科。

在人才构架上，2007年以来，高压氧科

先后引进硕士研究生数名，占全科人员的
20%。高压氧科平均每年治疗病人20000
余人次。月治疗人数达2000人次，其治疗
人数、治疗范围、技术水平均处于省内领先
水平，与国内同学科相比优势明显。

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生产、
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等要求是共产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楚金
亭不忘初心，她从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
党员，将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时刻
记在心头，并付诸行动。

楚金亭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医学及管理
工作者，在医疗岗位上，怎样为病人解除病痛
是她的岗位职责，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
在工作中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是一名共产
党员应尽的义务。楚金亭，将两者进行了完
美的结合。她当之无愧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
共产党员，平凡岗位上的一棵常青松。

高看一眼是尊重高看一眼是尊重，，多看一眼是关注多看一眼是关注，，多看两眼是重视多看两眼是重视

呵护眼睛呵护眼睛，，关爱心灵关爱心灵，，生活可以这样美好生活可以这样美好

郑州市二院——多看两眼的地方

郑州市二院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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