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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柴如义 周媛

建立大数据库 刻不容缓
一年一次的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骨

伤科分会学术年会，是我国骨伤病学科的巅
峰盛会。

大会上，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被中国中
医药研究促进会骨伤科分会和中国股骨头
坏死数据库协作组联合确定为“中国股骨头
坏死数据库临床合作基地”。同时，该院院
长郭永昌被邀请作题为“股骨头坏死数据库
录入的技巧和意义”专题报告。医院团队在
大会上分别获得论文演讲比赛二等奖一个
和优秀奖三个。

2012年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股骨头
坏死患者有500万到750万人，每年新增病
例 15 万到 30 万人，近几年有明显上升趋
势。面对这一庞大数据，建立股骨头坏死数
据库刻不容缓。
强大科研支撑 助力数据提供

据了解，中国股骨头坏死数据库临床合

作基地所遴选和最终被选定的医院皆为三
甲医院，且在骨病治疗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依据什么成为其
中的一员呢？

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从 2014 年至
今，对在住院治疗的12763人次骨坏死患者
进行分析，剔除不符合标准的 368人次，对
符合标准的 12395人次股骨头坏死患者进
行了统计，对符合要求的股骨头坏死患者的
发病原因、不同发病时期的中医治疗方案、
各个治疗阶段的治疗效果及症状反应进行
了详尽的记录，这种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为
中国股骨头坏死数据库提供了科学、真实、
有效的数据。

硕果累累的科研奖项。郑州中医骨伤
病医院为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坏死专
业委员会主委单位、郑州市中医药学会骨坏
死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多次承办省市级骨
坏死专业会议，研发国药准字号三类中药新
药、中医专科制剂7种，目前有20种专科用
药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拥有省市级科研奖
项共计22项。

规范录入流程 为预防提供可靠依据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从2014年至今录

入的骨坏死统计数据显示，因酒精引起的股
骨头坏死占股骨头坏死发病数的55.1%，特
发型的占20.5%，激素型的占15.5%。

以44岁为分水岭上下浮动12岁，为股
骨头坏死病人的高发年龄，男性多发于女
性。

郭永昌告诉记者，按照数据库的录入项
目及流程，一个病人信息的录入时间在 30
分钟以上，为确保录入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
率，医院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股骨头坏死数
据库系统办公室，有专人进行负责，在规范
流程的同时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

经过近半年的运行，获得了中国中医药
研究促进会骨伤科分会和中国股骨头坏死
数据库协作组的好评，并希望其他的股骨头
坏死数据库成员单位参考郑州中医骨伤病
医院的管理流程，进行整理。

截至记者发稿前，有成员单位已向郑
州中医骨伤病医院发出了前来借鉴学习的
公函。

4月14日至16日，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骨伤科分会2017年学术年会暨第四届全国
中医关节病论坛在杭州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600余名骨科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
术大会，会议主题是：“融通中西，健康中国”。

此次骨伤病专业学术会议上，大咖云集，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院长郭永昌有幸被大会
主办方邀请为主讲嘉宾，其演讲内容获得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赞誉。

据此，记者采访了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院长郭永昌。

郭永昌：为预防股骨头坏死提供可靠依据

□本报记者 李冰 本报通讯员 万道静

4月 17日上午9时，孕24周早产儿军军经
过郑州儿童医院早产儿科医务人员的全力救治
顺利出院。自此，我省超早产儿救治最小胎龄
被再次刷新。

正常孕期一般为 40周 280天。孕 24周，
168天的孕育期，对于军军和郑州儿童医院的
医务人员来讲都是一场挑战。

来自农村的军军的妈妈与爱人常年在苏州
打工。2016年12月，怀孕五个多月回河南老家
探亲的刘女士不小心感冒了。2016年 12月 22
日，刘女士突然感到肚子疼，紧急去当地县医院
进行保胎治疗，但遗憾的是，打了两天保胎针
后，刚刚孕 24周的宝宝在 24日凌晨来到了人
间。小家伙体重仅有 840克，体长 29厘米，整
个身体还没有一张A4纸大。

面对超早产极低体重儿，军军被当地县医
院送到了郑州儿童医院。

据郑州儿童医院早产儿病房主任孙慧清介
绍，军军被送到郑州儿童医院时，没有自主呼
吸，血压、血糖不稳定，还伴随着高钾血症、严重
酸中毒，皮肤薄如蝉翼、透明光亮。入院第一
周，就进行了4次紧急抢救。一天、两天……军
军的病情逐渐趋于平稳。

可是在纠正胎龄33周时，军军又遇到了新
生儿视网膜问题，医院又为其进行了眼科手术。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小军军，终于赢
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考验。

114天的抢救，郑州儿童医院高超的医疗
技术为孩子争取到了生命权。168天加114天，
282天的小军军“足月”出院了。

——郑州儿童医院刷新超早产儿救治记录

114天成功抢救24周早产儿

4月 18日上午，以岭药业通过河南省抗癌
协会向省内各级医院捐赠抗肿瘤中药参灵蓝胶
囊、养正消积胶囊共计35.6万元，用于由于放
化疗后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的贫困肿瘤病人的
后续治疗，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增强抗病康复
能力。 （张志娟）

国内消化内镜界设坛郑州

4月 15日，河南省第一届中西医结合消化
内镜论坛暨第十三期郑州消化疑难病论坛在郑
州举行。此次论坛由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分会主办,河南省
中医院承办，来自北京、上海及我省的内镜专家
纷纷倾囊相授，让来自省内的200多位代表受
益颇深。

据悉，本次大会特邀请北京301医院孙刚
教授，上海长海医院王东教授、刘枫教授等著名
内镜专家进行专题演讲、操作演示直播和手把
手培训，对我省消化道早期肿瘤早诊早治水平
提升有很大帮助。 （赵卫卫）

中国眼科学术会在我省召开
4月 15日，由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主办的青光眼诊断与治疗新进展全国继续教育
学习班顺利开班。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院长连鸿凯、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眼科学
系Loewen（罗文）教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
心青光眼科主任王涛教授、广州中山眼科中心
副主任张秀兰教授、郑州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
张英朗教授等国内外眼科专家、省内外相关专
业人员300余人参加会议。

专家们汇聚一堂，探讨眼科前沿发展趋势，
论剑青光眼诊断与治疗技术创新、应用，并围绕
临床难点和热点以典型案例的形式进行了分
享。此次青光眼诊断与治疗新进展全国继续教
育学习班为全省眼科医务人员提供了交流的平
台，为广大青光眼患者带来了福音。 （陈亚平）

由河南省红十字会专项孕育基金发起、郑
州天伦不孕不育医院全程技术支持的大型公益
助孕活动“好孕计划”，在走过7个年头之际，于
4月18日正式启动了“好孕计划公益再出发”爱
心暖民工程，同时确定了本次爱心工程的援助
计划：对全省100个特殊不孕不育患者实施全
额免费救助，10000个不孕家庭进行20%孕育
援助。

7 年来，好孕计划累计投入资金 1500 万
元，成功救助10000多个不孕不育家庭。据悉，
军人、教师、特困户、对社会有特殊贡献者将优
先得到本次“好孕计划公益再出发”爱心暖民工
程的援助。 （孟肖杰）

“好孕计划”公益再出发

近期，一位脑出血后并发颅内感染的病
人——62岁的陈大爷，被救护车送到郑大五附
院时高烧 40℃以上，处于昏迷状态，无自主呼
吸，靠简易呼吸机维系着陈大爷的生命。经过
该院神经外二科主任单峤和谢井伟主治医师的
全力抢救，目前陈大爷已转危为安。

单峤判断陈大爷为右侧丘脑大量出血并破
入脑室，紧急转入医院 ICU病房。经过在 ICU
病房８天不间断的颅内脓液引流和一次次的脑
室抗生素冲洗，陈大爷初步恢复了自主呼吸，但
感染的脑脊液中充满了絮状物，陈大爷仍然处
在昏迷之中。

随着疾病发展，病情时好时坏，分析病情
后，单峤为陈大爷进行了双侧脑室额角穿刺外
引流手术，两侧额角穿刺同时进行，之后两处穿
刺的引流管通过三通汇总一处放置在皮肤下，
在腹部开口后流出体外，一次手术完成了两次
手术才能解决的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复查头颅CT，后侧枕
部仍有一处没有得到充分引流，内部信号混杂，
需再次行穿刺外引流手术。综合分析病情，陈
大爷第三次被推进手术室，再次置管，将引流管
连接压力泵控制压力后将尾端放入腹腔内，此
时引流管较多，为手术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单峤特地为病人量身定做的3向接头在这
派上了大用处，手术顺利完成。整个抢救治疗
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最终，高超的技术战胜了
病魔，陈大爷恢复良好，拆线出院。

单峤介绍，脑出血是一种威胁着中老年人生
命安全的疾病，一旦并发更严重的疾病——颅
内感染，死亡率极高。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医
患同心，不放弃，大夫要仔细观察病情发展，随
时制订新的治疗方案。近年来，郑大五附院在
脑出血合并严重并发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该例患者的成功救治，
创造了脑出血复杂重症患者救治的奇迹！

(闫良生)

郑大五附院

抢救重度脑出血患者创奇迹

□本报记者 闫良生

麻醉医生在大众眼里总是很神秘，他们是
无影灯下的“无名英雄”。

自全球第一例患者实施麻醉，该领域已走
过了175年的发展历程。虽然麻醉学科在现
代医疗和健康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大家对该领域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表面。从
无痛—安全—舒适—尊严，这些患者的需求，
正在被麻醉学科的发展而变为现实。

肿瘤镇痛发挥重要作用

河南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卢锡华教授
介绍，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
题，据统计，每年国内年龄大于65岁的患者死
亡中有52%由癌症导致。提到癌症，最容易想
到手术、疼痛等字眼，这些都与麻醉息息相关，
手术中需要，癌症后期的疼痛止痛也离不开。

随着舒适医学等理论的提出，慢性疼痛的

治疗也越来越得到临床医师的关注。尤其是
癌症患者，如何让患者不那么痛苦，有尊严地
生活，是麻醉镇痛领域研究的课题。

肿瘤镇痛，不单单是打一支药就能解决的
问题。治疗方案的制订，也是综合分析的结
果。

不同的患者、不同的肿瘤、不同的症状，都
需要针对病人制订个性化治疗方案。癌症的
慢性疼痛治疗业已成为关注的焦点，新的疗法
和尝试也不断地推陈出新，在癌症晚期的治疗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肿瘤治疗发挥重要作用

有研究发现，外科医生在手术探查过程
中，可能会使残余的肿瘤细胞全身扩散，而且
其在手术操作过程中可能挤压肿瘤细胞进入
血液循环，并遗留微小残余病灶。而手术和麻
醉因素，都可能影响肿瘤患者的免疫机能。

大量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结果表明，不

同的麻醉方法与麻醉药物的选择，可能对肿瘤
细胞的生长与转移，以及对患者的术后转归有
不同的影响。麻醉可能通过免疫因素影响肿
瘤细胞的生长与转移。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马大青教授，致力于麻
醉药物与肿瘤细胞生物学的研究，马大青教授
的团队将所有肿瘤细胞和麻醉药物进行不同
的排列组合后，在体外实验中观察肿瘤细胞的
生长过程，得出一系列研究结果，麻醉药物的
选择，对肿瘤的向好或是向坏发展起到一定的
作用。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麻醉可能会影响肿
瘤手术患者的远期预后。

麻醉在肿瘤治疗中，不仅是手术中的无痛
和手术后的镇痛那么简单了，而是在整个诊疗
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医疗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麻醉学科蓬勃发展已成为汇聚

临床麻醉、危重病学、疼痛诊疗和急救复苏为
一体的临床二级学科，可以说，今天的麻醉对
于绝大多手术是安全的。

麻醉医生既能保证手术中的无痛，还能提
供手术后镇痛服务。

而今后，麻醉学科将会成为医疗安全的关
键学科、舒适医疗的主导学科、未来医院的支
柱学科、医学创新的重点学科和社会熟知的品
牌学科。

卢锡华主任介绍，省肿瘤医院作为区域肿

瘤防治中心，手术患者往往具有高龄、常见并

发疾病、手术难度大等特点。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医院连续五年麻醉死亡率为零。

麻醉科逐渐探索开展新技术，为患者提供

更加科学、合理、舒适的医疗服务。

随着医院的发展和外科新技术的不断引

进，麻醉科将适应和推动精准医疗、舒适医疗

的步伐，为健康中原建设做出贡献。

大众对麻醉领域比较陌生，提到麻醉，想到的就是与手术相伴。其实不然，经过多年的发展，麻醉学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重要支撑，也是医
疗安全的关键学科。比如，随着肿瘤疾病的高发，癌症止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麻醉学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日，由河南省肿瘤医院
及省抗癌协会共同举办的“2017年河南省肿瘤麻醉与镇痛学术年会”在郑州举行。来自美英及国内的知名麻醉学专家和大夫300余人参加了
会议，记者将带您揭开麻醉的神秘面纱。

麻醉学发展 为舒适医疗保驾护航

为做好河南京安商务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逃税案、郭晓刚等人骗取贷款案相关
财产的处理工作，依法保护各债权人的合
法权利，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现就相关债权、债务人的债权、债务申报
登记事宜公告如下：

一、申报登记范围：与郭晓刚及其关
联单位有经济往来的单位或个人的债权
债务。

二、申报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20日内（即2017年4月20日至2017
年5月9日），如在规定时间内不参与申报
登记，视为自动放弃。

三、申报登记需要提供的材料：本人
身份证或户口簿（以单位名义发生往来
的，提供单位法人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借款合同，收款收据，销售、质押
专用发票及其他能够证明债权债务存在
的材料等。上述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
印件。

四、申报登记需本人（以单位名义发
生往来的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到场办理，

如遇不可抗拒原因不能到场的，需要提供
债权、债务人本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授
权委托书。

五、本公告发布前已经登记的人员
不再重复登记，但若当时登记数额、联
系方式、登记人的基本信息等内容有误
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向原登记机关申
请更正。

六、申报登记时需提供真实证件、票
据、证明材料。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登记
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
任。

七、申报登记地址：林州市兴林路世
纪广场小区大门西侧最西头门面房内。

联系电话：15333721212
0372-3851004

联系人：程栋
特此公告。
林州市清收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领

导小组办公室
林州市公安局

2017年4月20日

债权债务申报登记公告
为做好河南京安商务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逃税案、郭晓刚等人骗取贷款案相关
财产的处理工作，依法保护不动产所有人
的合法权利，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现就相关不动产申报登记事宜公告如
下：

一、申报登记范围：林州市利民小区、
林州市世纪城小区、林州市世纪广场小
区、京新购物中心及林州市政东路金街、
商街所有的商品房、车库（位）、门面房、商
铺、储藏室。

二、申报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20 日内（即 2017 年 4 月 20 日至
2017年 5月 9日），如在规定时间内不参
与申报登记，视为自动放弃。

三、申报登记需要提供的材料：本人
身份证或户口簿，所有的购买商品房、车
库（位）、门面房、商铺、储藏室等手续。上
述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

四、登记时需要本人亲自到场办
理，如发生死亡或遇不可抗拒原因不能
到场的，需合法继承人到所在辖区派出

所、社区居委会开具相关证明或本人委
托证明；房产所有人为单位的，由法定
代表人到场或委托代理人持法人委托
书到场办理。

五、本公告发布前已经登记的人员
不再重复登记，但若当时登记数额、联
系方式、登记人的基本信息等内容有误
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向原登记机关申
请更正。

六、申报登记时需提供真实证件、票
据、证明材料。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登记
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七、申报登记地址：林州市兴林路世
纪广场小区大门西侧最西头门面房内。

联系电话：15333721212
0372-3851004

联系人：程栋
特此公告。
林州市清收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领

导小组办公室
林州市公安局

2017年4月20日

不动产申报登记公告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安阳市龙安区金华街与钢花路交叉口东南（编号：ays-2016-74）地块于
2017年 4月18日在安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网上拍卖方式由安阳市天赐置
业有限公司竞得，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土地级别为：住宅用地三
级、商服娱乐类用地四级，容积率1.0＜FAR＜3.0，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
40年,出让面积为36285.59平方米（合54.429亩），成交价款为7213万元。

特此公示。
2017年4月21日

安阳市国土资源局 安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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