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简介：

黄甡
主任医师、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河南省

首批继承型高级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外治分会常务委
员。

每周二、周五下午在张仲景国医馆河医馆（河医立
交桥东100米路北，郑大一附院住院部对面）坐诊，擅长
治疗：小儿发热、长期低热、无名热；小儿咳嗽、哮喘；小
儿腹泻、顽固性腹泻，厌食，积滞；小儿多动性抽动症，癫
痫，脑积水；小儿水肿，肾病，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等儿科疑难杂症。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柴如义 周媛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以下简称骨伤病
医院）是民营医院，是我省唯一一家民营三
级中医骨伤专科医院，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教学方面，是我省多家中医药院校的教学医
院；科研方面，承担有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获
得10多项省、市级科技进步奖及成果奖；医
疗服务方面，依据骨病病人特点定制的“一
站式服务”模式深受患者青睐。

骨伤病医院院长郭永昌告诉记者，正是
由于在教学、科研和医疗服务三驾马车的护
航下，骨伤病医院的病人满意率、社会美誉
度、病人忠诚度年年创新高。

教学 有内涵就有发言权

教学医院是指具有教学用途，提供在读
医学类院校学生实习、研究的医院。此类医
院由医学院校开设、指定，或由政府指派的
医学院校驻守。

要获得“教学医院”的资格，医院首先必

须具备较强的教学实力、科研能力和人才培
养条件，尤其在师资队伍、临床实践、科学研
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水平、特色和优势。
其次要体现出教学育人的本质，还要求医院
在社会上要有良好的口碑。

了解了教学医院需具备的条件之后，记
者对骨伤病医院又有了新的认识。郭永昌
介绍，骨伤病医院虽然是民营的，但是骨伤
病医院的整体运营，不论是专业技能还是社
会口碑，都是靠骨伤病医院一心为患者的赤
诚之心换来的，是经得起考验和社会各界的
明察暗访的。

现在，骨伤病医院是河南中医药大学教
学医院、南阳理工学院张仲景国医学院教学
医院、河南推拿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医院等三
所中医药院校的教学医院。

科研 有成果就有主导权

许多人会问，一家民营医院有什么科研
成果，含的有水分吧。事实如何呢？2003
年医院独创“三补三活十步疗法”治疗股骨
头坏死疗效显著，开展50余种中医特色疗

法。如埋线、刃针、针刀镜、整脊疗法、督脉
灸、小针刀等。已让数万人免受股骨头坏死
病痛的折磨。医院注重中药制剂研究开发，
建立制剂室，并获得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GGP认证，许多新药（如补骨丸、骨病
回生丸、骨蚀再造丸等），已在临床使用多
年，疗效确切，深受病人欢迎。另医院研发
有获国家发明专利的国药准字号中药三类
新药“丹郁骨康丸”以及专科专病中药制剂
7种。自创院以来，医院获得省科技进步奖
2项，省科技成果奖10项，市科技进步奖6
项，专利奖4项，获得省科技成果证书15
项，著作医学专著12部，承担国家自然基金
项目2项，国家临床基地建设项目1项，河南
省中医管理局项目1项，区级课题1项。

服务 有成效就有传播权

医疗服务是医院发展的永恒话题。骨
伤病医院已走过了13个年头，在建院之初，

郭永昌依据骨病患者的特殊性制定出了一
套独具特色的服务模式——一站式服务。

一站式服务的特殊性在于:1.多种便民
预约服务系统同时开启。2.建立健康档
案。可以随时查询一切诊疗事宜，从而制订
出更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3.健康教育从
预约开始。4.出院后健康宣教。5.建立出院
回访制度。对病人住院期间存在的问题及
时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避免同样问题
的再次出现。同时及时了解病人出院后的
健康状况随时进行就医指导。

这种特殊的一站式服务模式，不但深受
骨病患者及家属的欢迎，而且也得到前来医
院交流兄弟医院的认同，有兄弟医院将此服
务模式引进到了自己医院。

教学、科研、医疗服务三驾马车的护航，
使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的发展极为稳健，相
信占地106亩的新院区落成之后，骨伤病医
院将会造福更多的骨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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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为骨病患者护航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朱奶奶，今天下床活动了吗？”
“王医生，就等着你过来，走给你看

呢？”
“那行，我扶着您，咱现在走几步看

看。”
“没问题。”
“一步、二步、三步……呵，您老恢复

的不赖吗？”
“那还不是托您的福。”
“哈哈哈……”
爽朗的笑声，回响在郑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骨科二病区。
你能想到，近五十岁王医生口中的朱

奶奶有多大了吗？那就由记者来告诉你
吧，朱奶奶今年98岁了，他们的谈话之所
以这么亲切随和，缘由朱奶奶的辗转求医
历程。

时光流转，请记者慢慢给你讲述。

突发骨折 高龄老人求医难

10月18日上午，98岁的朱奶奶在从
厨房到客厅的路上，不小心滑了一跤，谁
知这一滑，滑出了大麻烦，朱奶奶的右侧
髋部疼得要命，右侧腿也用不上劲。家人
赶快将她送到了就近的一家职工医院，CT
片显示，朱奶奶的右股骨颈骨折，因职工
医院条件有限，建议朱奶奶转到上一级医
院进行治疗。

三天后，朱奶奶转到我省一家省级三
甲医院。因朱奶奶年龄过大，在卧床的这
三天时间里，出现了肺部感染，同时朱奶
奶还有房颤、高血压等病症，不符合手术
条件，需要转到医院的呼吸内科先进行肺

部感染治疗才可以手术，这一等就是四
天，朱奶奶的转科工作没有完成，肺部感
染更为严重了。

七大病症 阻碍手术进程

朱奶奶的二儿子一看情况就给在郑
州市二院上班的发小打了个电话，希望转
至郑州市二院进行治疗。

郑州市二院的这位职工心里也没有
底，老太太年龄这么大，而且还有这么严
重的合并症，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经过与医院麻醉科主任俞仁雯、骨科
二病区主任王红军和呼吸内科吴景硕联
系，三位主任也有些犹豫，经过仔细对朱
奶奶各个检查结果的分析之后，10月25
日，朱奶奶转至了郑州市二院骨科二病
区。

朱奶奶的入院检查记录得非常清
楚。1.双肺间质性改变合并感染；2.双侧胸
腔积液；3.房颤；4.右侧底6、7肋骨陈旧性
骨折；5.胆囊结石；6.右股骨颈骨折；7.高血
压，高压达170。

看着朱奶奶摔伤第7天的入院病例，
王红军说：“我都倒吸了一口冷气，101岁
老人的人工股骨头置换我都做过，但像朱
奶奶的这种情况，确实很麻烦。”

多科联动 耄耋老人展笑颜

10月26日，朱奶奶转至郑州市二院
呼吸内科，经过呼吸内科的精心治疗，11
月16日，朱奶奶转至医院骨科二病区，朱
奶奶此时心、肾、肝功能已符合条件可以
做手术。

11月18日，经过三个半小时的人工
股骨头置换手术，朱奶奶非常安全地下了

手术台。
三天后，朱奶奶可以在搀扶下坐起，

并可以移动右腿。
开头的一幕，就源于此。
王红军告诉记者，当时之所以敢接这

位合并症老人，他最大的底气来自该院是
一家综合医院，病人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
联合相关科室的专家来会诊，病人不用离
开病床，医生来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快
速地把问题给解决了。最为重要的一点
是，王红军每年都要给年龄在90岁以上的
老人做关节置换手术，例数在10例以上，
这些老人都恢复得很好。

擅长各类骨折、骨肿瘤，椎间盘突出

摘除、椎体滑脱的手术治疗，尤其在关节
镜下治疗各种关节疾病及人工关节置换
方面技术精湛的王红军特别提醒，很多人
的老观念认为，老人年纪大了再做手术没
有意义，其实不然，老人只要卧床，最先出
现的并发症就是肺部感染，再然后就是褥
疮及其他疾病，治疗起来非常麻烦不说，
老人的寿命一般维持不到半年，生活质量
更是没办法提。

手术之后就不同，目前国产的人工关
节和股骨头质量很过关，他曾经有一位病
人，5000元置换的人工膝关节，已经使用
了10年以上，现在还非常好，另一个膝关
节置换时，专程从郑东新区赶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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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心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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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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之后的省会郑州分外温暖，晒暖成了孩子颇为喜爱的一项户外娱乐项目，
如何才能让晒暖更具有科学性呢？11月27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补钙专
家迪巧品牌主办的“健康成长巧运动”全国系列巡回活动来到郑州，给广大家长及小
朋友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盛会。 （田莉）

天使奉献爱，也会收获爱！2016年11月27日凌晨3时30分郑州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新生儿科二病区护士闫振霞产下一男宝宝，母子平安。可你不知道的
是，她分娩前一天还在上班。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怀孕生子对一个女人来说至关重要，普通人怀孕时，
一大家子都围着你转，不让你干这不让你干那，像公主一样伺候着。可作为一
名新生儿科护士，怀孕不但要正常上班，还要挺着大肚子倒夜班，守候在临床一
线。

面对科室患儿多、工作量大的情况，闫振霞主动向护士长提出她可以加班
到生之前，尽力帮别的同事承担工作。

她生产完后向科室报喜时，大家开玩笑地说：“白天还在风风火火地工作，
穿梭在病房之间，晚上孩子踩着风火轮就来了。”当科主任、护士长代表全体医
护人员去看望闫振霞时，她还向科主任、护士长说如果科室需要她，她会准备
好，随时回医院上班。

随着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像闫振霞这样的护士，在新生儿病区有
好几个，王晓净护士怀孕9个多月、宋严莉护士怀孕8个多月、贾利平护士怀孕8
个月，她们每天加班加点，毫无怨言，不会因为自己怀孕搞什么特殊化。护士长
赵晨静怀孕6个月也是每天为科室忙前忙后，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让家里的婆
婆和老公心疼不已。她常说，选择了当护士，就是选择了奉献，就要扛起责任。

小到医院新生儿病房，大到整个医院，再到整个医疗行业，有很多很多这样
的孕妇护士，她们要忍受怀孕带来的不便，拖着笨重的身子，在自己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尽职尽责，守护着需要她们的患者，也守护着自己腹中的小生命，像这冬
日的阳光，照亮自己，温暖别人。 （张丹）

生产前一天 她守护在新生儿床前

11月26日，由郑州人民医院皮肤科主办的“郑州市
第六届激光美容继续教育学习班暨非手术面部年轻化
高峰论坛”在该院门诊八楼礼堂举行。

解放军陆军总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医学美
学与美容分会候任主委杨蓉娅教授，武汉市第一医院皮
肤科门诊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王玮蓁教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激光美
容中心主任梁虹教授，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
郑州市医院管理协会皮肤整形美容分会主任委员李雪
莉教授等来自省内外医美界专家300余人参加了此次
盛会。

随后，与会专家杨蓉娅、王玮蓁、梁虹、李雪莉分别
作了“光电技术在抗衰老治疗中的应用及设备合理配
置”、“黄褐斑治疗新进展”、“透明质酸在面部年轻化的
综合应用策略”、“眶周年轻化综合治疗策略”的学术讲
座。此外，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梁虹教授为大家做了透明
质酸隆鼻、隆下颏的微整形操作演练。

为期两天的学习班，与会代表们就激光美容及微整
形等领域的新技术、新进展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
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潘黎黎）

定制式义齿专项检查如期进行

近日，郑州市上街区食药监局启动定制式义齿使用
环节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医疗机构使用的定制式义
齿是否从合法生产、经营企业定制或购进，产品是否具
有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采购的产品是否有验收记录、
记录是否完善等。

检查同时，执法人员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向相关单位
和群众宣传国家关于定制式义齿的监管规定，把对定制
式义齿监管的落脚点放在规范定制式义齿市场秩序、确
保公众用械安全上，着力提升医疗器械使用监管工作水
平。

此次专项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25人次，检查含口
腔科的医疗机构和口腔诊所9家，从检查的情况来看，
大多数医疗机构和口腔诊所符合规定要求，对不能提供
定制式义齿医疗器械注册证及合格证明的单位，下达了
责令改正通知书2份，要求限期予以改正。 （杨鑫）

第六届激光美容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记者 闫良生

深冬来临，天气愈加寒冷，不少家庭因为宝宝穿衣
多少而起了争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专
家、张仲景国医馆会诊专家黄甡指出，辨别宝宝冷不冷，
要科学判断。

判断宝宝冷不冷，应该摸颈背部

判断宝宝穿衣冷不冷，很多家长都习惯摸手，黄甡
指出，这种判断方法是非常片面的，因为，小儿手脚末端
的血液循环系统发育不完全，所以有时候尽管穿了很
多，身体都冒汗了，但手脚却是冷的。正确的判断方法
是触摸颈背部，若皮肤温暖，则表示穿衣合适。

宝宝穿衣过多，危害不少

给宝宝穿得过厚，会导致体内产生的热量无法发
散，若短时间内大量出汗，还可能导致宝宝脱水，休克！

天气变凉，这样给宝宝穿衣

黄甡强调，让宝宝不冷不热，穿得舒适是宝宝不生
病的前提，所以给宝宝穿衣，需要靠经验加科学。

不会走路的宝宝，活动量小，体温相对会低一些，可
以比妈妈多穿一件；已经会走路的儿童，穿衣标准可以
比妈妈少穿一件或者保持一样。

民权县大力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方法》

相关要求，民权县林七乡完善各村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体系，通过在辖区内普及健康知识，
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该乡成立公共卫生服务领导组，每月定期开展健康
教育讲座，接受咨询、发放相关健康教育材料，每季度进
行一次全乡公卫人员知识培训。同时，设置公共卫生宣
传栏25块，普及多发病、常见病卫生知识，从根本上提
高居民自身的健康知识水平和保健能力，促进人们养成
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 (闫良生)

寒冬季节里 宝宝咋护理

多科室联动 稳体征 置换股骨头

98岁耄耋老人再次站起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