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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高压
氧医学分会主办，河南省医学会、河南省医学会高
压氧医学分会、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的中华
医学会第二十五次全国高压氧医学学术会议在郑
州市黄河饭店召开。这是时隔27年，郑州再次举
行全国性高压氧学术会议。

（尹歌）

2016年10月24日，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举办的全国“首届纯中医药治疗Ⅱ型糖尿病擂台赛”在桂林举行。新颖的学
术交流形式，吸引了全国中医药专家及爱好者的广泛参与。经过专家组的评审，遴选出了12个选手参与打擂。

开封市中医院院长庞国明亲自率领朱璞、武楠2名选手参与比赛。经过多轮角逐，庞国明、朱璞赢得最高奖——优胜奖，
武楠获得优秀奖。

2016年中华健康快车：

斜视与小儿弱视论坛在郑举行

●● ●● ●●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刘琪

10月21日-24日,由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主办，郑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郑州市医学会小儿眼科与斜视专业委员会承办的

“中华健康快车·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国际高峰
论坛”在郑州市二院举行。

中华健康快车是1997年由香港同胞发起捐赠，流动的、专
门从事慈善医疗活动的眼科火车医院，列车上配有优秀的眼科
医生和一流的眼科医疗设备。

10月22日全天的斜视及小儿弱视论坛，由中华健康快车
特邀Moorfields Eye Hospital(英国莫菲尔德眼科医院)的国
际知名眼科专家John Sloper教授和 Chris Timms教授进行
授课，来自全国各地约200名眼科专家参加了此次论坛。

10月23日上午，John Sloper教授和 Chris Timms教授
在郑州市二院眼科门诊进行了一上午的义诊，下午进行了三例
小儿斜视及弱视现场直播矫治手术。此次论坛及现场手术直播
这两种方式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赞同，此次活动进一步推动
了中原眼科与国际眼科的学术交流。

据郑州市二院斜视小儿眼科一病区主任、全国弱视斜视防
治中心郑州分中心主任、郑州市儿童眼病诊治中心主任王素萍
介绍，今年初，健康快车斜视及小儿弱视考察组就来到了该院，
就医院在斜视及小儿弱视的诊疗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当看到
医院5万多例的斜视及小儿弱视年门诊量和1万多例的手术量
及可达98%-99%之间的手术成功率之后，最终将2016年中华
健康快车斜视及小儿弱视论坛选择在郑州市二院举行。

10月27日，“当代白求恩行动”公益活动（郑州
站）将再次走进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据悉，2014年—2016年，“当代白求恩行动”公益
活动已连续三年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进行，
与以往不同，此次专家组从心血管内科、心脏外科扩展
至骨科、呼吸科、病理科及核医学、养生学等专业。专
家组成员有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孙公
铎，骨科专家卢建熙教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放射医
学研究所骨代谢研究室、博士生导师王洪复教授，核医
学专家陈可靖，呼吸科专家、博士生导师钮善福教授，
病理学专家马瑾瑜教授，当代运动医学与医学养生科
学专家金文泉教授等。

为此，即日起至10月26日，该院将面向社会征集
股骨头坏死、骨质疏松、呼吸衰竭疑难病例。此次征集
的疑难病例经中心医院骨科、呼吸科专家会诊后，将获
得“当代白求恩行动”专家组成员骨科专家卢建熙教
授、骨代谢专家王洪复教授、呼吸科专家钮善福教授亲
自会诊。同时，凡报名参加病例征集的患者，均可享受
免费的髋关节DR检查。 （王建明）

医 卫 快 讯

征集股骨头坏死疑难病例

近日，德国康复专家、医学博士Lngrid Bock和
Manfred Bock应邀来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省骨科医院）进行为期两周的学术交流。学术交流涵
盖了康复知识、康复技能及先进的康复理念等内容，将
以查房、会诊、演示等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另悉，此次
交流德国专家将先后在该院康复院区、郑州院区坐诊。

据了解，近年来，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
科医院）坚持走“专科化、特色化、品牌化、一体化、国际
化”的发展道路。尤其是该院的“国际化”已成为常
态。2010年和2014年，医院两次通过国际医疗卫生
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JCI）认证和国际实验室标准
（ISO15189）认可，2015年，医院又通过医疗卫生信息
和管理系统协会（HIMSS）6 级国际认证。

此次交流将使洛阳正骨医院在国际上骨病治疗领
域的地位再次得以提升。 （丁娟 张明）

10月22日至23日，第二届中国老年心血管病整
合医学学术会议暨首届河南省老年心血管预防与康复
大会在省会郑州举行，同时河南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
学会心血管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成立。

本届会议由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
会、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中国老年保健协
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河南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
办，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承办。此次会议，全面展示了心
血管病临床防治方面的新成就，跨越临床医学、预防医
学、康复医学、心理学的传统医学模式，应对老年心血管
病慢性病挑战，全面提升老年慢性病整合医学防治水平，
促进我国心血管病防—治—康—养工作的全面发展。

（王建凯 冯文鲜 黄敏）

洛阳正骨“国际化”成为常态

老年心血管病整合医学会议举行

为了进一步关爱女职工生活，维护女职工权益，
近日，民权县总工会女工委员会在职工相对集中的高
新区企业开展了一次女职工健康知识讲座。邀请该县
妇科专业人员围绕“女性健康、女性保健”并结合女性
生理和心理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女性疾病的预防
措施与养生知识。讲座贴近生活、贴近女性，通过女性
健康知识专题讲座，使到场的50多名女职工进一步了
解了健康理念，增强了自我保健意识，感受了工会组织
作为“娘家人”的关爱。 （卢彦林 杨令平）

民权县为女职工举办健康讲座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杨涛，1963年生人，23年党龄。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对党的热爱

无以言表。
杨涛在工作中以身作则，默默奉献，在

担任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外科党支部书
记期间，其党支部年年获得院内先进党支
部称号。

以身作则 向党致敬

“我是老党员，也是医院的老职工，医
院每年都要进新人，对分到科室的新人，他
们的思维模式很超前，我也在赶超。但对
每位新人，我都会给他们促膝谈心，谈医院
的历史，谈我们的党，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也许他们刚参加工作，对这些会有
一些抵触，慢慢地他们会接受，老党员以身
作则，他们会不自觉地照着一个党员的标
准来自发地、自愿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杨
涛谈起这些，双眼充满了自信。

事实的确如此。
记者采访杨涛时，身为医院ICU室主

任、现年53岁的他，刚下夜班，按照医院的
工作安排，他还要再上一天的班，才能回家
休息。

在等待杨涛期间，ICU室的护士说：
“杨主任太敬业了，他把医院当成了家，把
我们这些年轻人当成他的孩子，给予我们
爱护的同时，也严格要求我们，更不允许
我们与时下的一些不好言论与行为接触，
他经常说，我们是因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

有房了有车了，就想一些不切合实际的
事，我们应该认清自己，把过剩的精力用
到业务的提升和为患者服务上，自己的本
职工作干好了，才是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
者，才不枉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工作
条件。”

杨涛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一个不热
爱自己国家的人、不对自己的执政党有充
分信任的人是干不好工作的，这份热爱，就
需要党员的正确引导和以身作则。

无怨无悔 爱党敬业

“我们从事的专业是医学，现在是信息
化时代，医学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你可以
一次跟不上，但如果次次跟不上，那你就被
别人永远地甩在身后。”

ICU室收治的大多是急危重病人，涵
盖的专业也比较宽泛，这就需要ICU室的
医护人员，对各种疾病的相关并发症及发
病症状要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他们的医
学专业知识不但要活学还要活用，这样才
能保证急危重病人的初诊处理专业有效，
同时转诊至医院各相关科室时，不出现纰
漏。

针对此，杨涛规定，在每个星期的科室
例会上，科室医护人员抽签决定下次例会
某个疾病共享课件的讲解，所有人针对主
讲人的课题，进行相关提问。

例会讲课通知一下发，许多人都不理
解，也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杨涛什么也没
说，他先从自己开始，不会做电脑课件，就
请儿子来帮忙，经过两晚的学习，他学会了

如何运用电子课件。
周例会时间到了，科室的相关工作都

处理完毕，杨涛的业务讲座开始了，当年
轻人看到以前不会用电脑的杨涛娴熟地
运用电脑课件进行讲课时，都无言了。这
个好习惯从2015年底开始延续至今，大
家最大的体会是，因为科室周例会宣教，
使每个人对一些常见疾病的隐秘性并发
症有了全新的了解，同时，对疾病的处理
更稳妥，也更符合病人现有的身体状况，
给病人的疾病再次处理提供了宝贵的时
间。

为了提高ICU室全体医护人员的整体

诊疗水平，杨涛只要了解到省内有医学类
的学术讲座，他都会抽出时间带着大家前
往，对主讲教授的讲课内容，及时进行交
流，在临床中，进行应用与总结。

常学常新，在杨主任的带领下，郑州市
二院ICU注重内涵建设及管理水平的提
升，得到了患者家属及同行的高度认可，赢
得信任。

杨涛，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共产党员，平
凡的岗位，他时刻不忘作为一名党员应具
备的基本行事准则，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来
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博爱
情怀，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杨涛：我是党员 我光荣

纯中药治疗糖尿病大有可为
——“首届纯中医药治疗Ⅱ型糖尿病擂台赛”我省选手庞国明获最高奖

近日，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暨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新区医院开工奠基仪式在郑州新区举行。该项目
是河南省人民政府重点民生工程，新区医院的建设标
志着我省妇女儿童医疗服务水平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从而为河南广大妇女儿童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医疗
服务。

（史艳香）

科 普 园 地科 普 园 地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越来越多想要第二个孩子
的爸爸们突然发现自己被划入了“不育人群”。浙江
35岁的王先生就面临这样一个窘状，准备了一年的二
孩计划，竟迟迟没有喜讯到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经过就诊，很快找到了答案，竟然是因为王先生蒸桑拿
造成的！

“高温会对精子的质量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经常蒸
桑拿、泡温泉等高温环境会降低精子质量。”郑州人民
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单中杰说，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
些男性不育症的患者，他们平时一直注意锻炼身体，按
时休息，不吸烟不饮酒，但是精子质量却不合格。而这
些患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蒸桑拿、泡温
泉，有些人至少每周一两次。单中杰提醒那些有计划
生育的男性，蒸桑拿、泡温泉不要太频繁，高温影响精
子质量会长达三个月。 （张浩）

高温环境会使精子很“受伤”

□本报记者 李冰 本报通讯员 张彩凤

糖尿病发病率较高。持续高血糖与长
期代谢紊乱等可导致全身组织器官，特别是
眼、肾、心血管及神经系统的损害及其功能
障碍和衰竭，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医学经典《黄帝
内经》就对此病的治疗原则有所记载。如
今，中医药疗法治疗糖尿病在临床中得到了
很好的传承和发扬，疗效安全确切，已经出
台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中医药治疗糖尿
病的诊疗方案与路径”。

博采众长 擂台赛成效显著

参与此次“首届纯中医药治疗Ⅱ型糖尿
病擂台赛”的12名选手中，有中医世家、中
医研究生、研究生导师等，不同层次、不同级
别的选手聚在一起，以成果展示、质疑辩论、

专家点评的方式，全面展示了目前我国以中
医药方法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经验。

“中医药在糖尿病的治疗中，不仅可以
达到降糖的目的，而且在控制及延缓其并
发症方面独具优势。”擂台赛评委会主任、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内分泌学会常务副
会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倪青在会后介
绍，“参赛选手呈现了多种治疗糖尿病的中
医药疗法，对于持续发扬中医药在该领域
的优势意义重大。”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开阔了视
野，更加坚定了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信心。”
开封市中医院参赛选手武楠在赛后感慨。

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高天舒作为主席团成员对此次擂台赛的交
流成果非常满意，并向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
会相关负责人提出，在下届擂台赛，希望能

够分组别、分层次进行对垒，把中医药疗法
在更广更深范围内进行挖掘、整理、传承、创
新与发展。

规范系统 豫中医大放异彩

“擂台赛以百家争鸣的形式，涌现出了中
医药治疗Ⅱ型糖尿病的诸多新思路、新方法，
接下来为整合产生新的糖尿病治疗路径有很
好的促进作用。”庞国明在擂台赛结束时谈
到。作为该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及参与者，
庞国明希望更多的中医药专家、学者投入到
中医药治疗Ⅱ型糖尿病工作中来，深化研究、
弘扬中医药文化，把中医药的发展推进到一
个新的阶段，让中医药造福更多患者。

庞国明，中国中医药学会内分泌分会副
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内分泌分会会
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中医药专
家。庞国明亲自登台打擂，把此次擂台赛推

向高潮。
在擂台赛结束之后，举行了由庞国明亲

自主编的《内分泌疾病诊疗全书》《糖尿病诊
疗全书》的首发式。重视科研是庞国明及其
团队一贯的学术作风。

据了解，开封市中医院糖尿病科成立22
年，是国家及省、市重点专科，有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3人，有河南省、开封市政府津贴3
人。自建科以来，始终专注于传承、发扬糖
尿病的纯中药治疗方法，整理了文献与当代
的治疗经验，总结出了国内首个纯中药治疗
Ⅱ型糖尿病的诊疗方案与路径，并于2010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开封市中医院纯中药治疗Ⅱ型糖尿病，
拥有一套成熟的临床经验——三联疗法。
该疗法以绿色、自然、安全的特点为患者带
来全新的体验，并以其学术性、规范性，成为
我国中医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日，修武县人民医院携手中原农业保险，签约河
南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为交通事故患者救
治解除了后顾之忧。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省道路救助基
金业务承办单位，对交通事故患者实行住院费用先行
垫付，垫付8万元以下的，中原农险审核后直接垫付，8
万元以上的，经中原农险和事故发生地财政部门逐级
审核后，再行垫付。

修武县人民医院在对所有急诊急救患者开辟无条
件救治绿色通道的基础上，携手中原农险，为交通事故
患者再次打开了方便之门，打通了健康扶贫的“最后一
公里”。 （崔小玲 李峰）

修武打通绿色救助“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