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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日，第六届全国儿童康复治疗新
技术暨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在河南省（郑
州）儿童医院召开,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州
医学院的刘学诚教授及其团队不仅分享
了精彩的讲座，还来到儿童医院康复中心
进行现场交流。 （武豪）

②10 月 26 日，河南省中医药研究
院·郑州颐和医院“肿瘤专科联盟医院”成
立。联盟医院将通过整合优质医疗资源
丰富专科联盟工作内涵，为提高基层群众
健康水平发挥积极作用。（孙维莹 邢璐）

③10月27日，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中医骨坏死专科联盟成立。此联盟的成
立，将对推进中医在治疗骨坏死领域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柴如义 周媛）

□本报记者 王俊霞

赵明宇，医学博士，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
科医院）颈肩腰腿痛科主任，擅长用中医正骨术治疗颈、
肩、腰、腿疼痛等疾病，曾荣获“河南省干部保健局优秀
专家”“郑州市首届名医”等多项荣誉。

今年2月，他被选为河南省第九批援疆干部赴新疆
工作，自此他又多了个新的身份——哈密市维吾尔医院
副院长,挂职后赵明宇倾心为患者服务，默默践行着一
名医疗援疆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赵院长医德高尚，他对
待病人的态度值得每一名医护人员学习。”“赵院长的正
骨术真的神了，很多农牧民常年受病痛折磨，经过他的
治疗后，都有快速、明显的好转。”“要不是赵院长，我的
腿可能要废了”……短短半年，他的医德医术就获得了
哈密市各族患者及医院领导、同事的一致称赞。

巴里坤县萨尔乔克乡苏吉西村的哈萨克族贫困牧民
阿合买提·吾马尔5年前因一场车祸伤了一条腿，受伤的
腿不仅肌肉萎缩，还令他疼痛难忍、行动不便。今年4月
遇上赵明宇下乡义诊，经赵明宇的正骨术治疗后，他伤腿
的疼痛感很快减轻，后续治疗了两次后，近距离行走已不
用拐杖了。“赵院长一分钱也没有让我花，还治好了我的
病，他就是我的大恩人。”阿合买提说。

伊州区五堡镇维吾尔族妇女阿里亚·吾尤甫觉得自
己特别幸运。今年6月，她在农田干活时忽感腰骶部剧
烈疼痛，家人把她送到赵明宇的诊室门口时，她已疼得
涕泪横流。赵明宇轻声宽慰她，很快将她的病情诊断为
梨状肌综合征，并用正骨术为其治疗。短短几分钟后，
她的腰骶部疼痛就减轻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赵明宇说，三年援疆，
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为
了提升维吾尔医院的诊疗水平，从学科建设、科研项目
到日常诊疗，赵明宇都积极建言献策，在他的帮助下，哈
密市维吾尔医院构建了颈肩腰腿痛专病专科，受到当地
各大医院的关注。同时，他围绕骨科建设，将河南省骨
科医院和科室的先进管理经验带到维吾尔医院，并手把
手亲自带教徒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了该
院的年轻骨干。

援疆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赵明宇说他要尽其所能，
在离开哈密时把自己的医术留下，也把河南人民的深情
厚谊留下。

赵明宇：真情援疆获赞誉

10月 27日至29日，由河南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
会主办，郑州大桥医院承办的河南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
分会第三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暨2017民营医院发展年
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民营医院代表共计5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大会主题为“同议分级诊疗，共谋联合发展”，
是在新医改形势下，全省民营医院面对机遇与挑战的发
展论坛。会议还完成了民营医院分会的换届工作并颁
发了证书。王新生当选为民营医院分会第三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本次民营医院发展年会围绕“新医改政策和健康中
国战略对民营医疗的影响”“分级诊疗与医联体建设”

“多元投资和资本运营对于社会办医发展的利与弊”“民
营医院如何建立公信力品牌，如何实施品牌战略”“民营
医院数据质量与改进”“民营医院品牌营销和运营管
理”“医院信息化建设永无止境”等多个方面，多维度、深
层次为全省民营医院发展支招献策。

（乔志勇）

10月 26日至27日，河南省国际生物医药技术转移
培训班在新乡医学院举办。本次培训班由河南省科学技
术厅主办，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人才培训基地（河南省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新乡医学院承办，美中药协和新
乡市科技局协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科技部《“十三五”技
术市场发展专项规划》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加
强我省生物医药行业技术转移工作及技术转移人才队
伍建设，促进生物医药行业创新发展。

在为期一天的培训中，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企业高级
管理人员围绕“新医改背景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对策，
国内外生物医药行业新成果、新技术，生物医药企业技
术转移对策，新形势下校企科技协同合作发展新模式”
等内容作了精彩的报告。

（崔静 王英英 刘亚伟）

10月26日—28日，由河南省中医管理局主办，河南
省中医院作为全省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感染管理质
控中心依托单位承办的“河南省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感染管理岗位培训班”成功举行。

据悉，此次培训课程安排高效实用，特邀国内10余
名知名专家授课。培训内容覆盖了 ICU医院感染监测
与感控措施实施、病区医院感染管理规范、手卫生管理
临床实践、中医微创、针刺、敷熨、熏洗类技术相关性感
染预防与控制指南等感控要点与管理措施。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葛茂军博士对手术部位感染诊断
与防控进展进行了深入剖析。会场上互动气氛热烈，效
果显著，将进一步加强医院感染管理新规范与院感防控
技术的落实，保障医疗安全。 （宋龙涛）

我省举办中医院感染管理培训班

国际生物医药技术转移培训开班

我省民营医院年会顺利召开

11月 2日 19时,“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
会第二届全国纯中药治疗 2型糖尿病擂台
赛”笔试正式开始，为期4天的第二届全国纯
中药治疗2型糖尿病擂台赛正式开擂。

据了解，为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充
分发掘、交流、推广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甲状
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的经验与成果，促进中
医药防治2型糖尿病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
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第三届内分泌学术论坛
暨第二届全国纯中药治疗 2型糖尿病擂台
赛”定于本月2日-5日在我省开封举行。

本次会议共三个主题：1.第二届全国纯中
药治疗2型糖尿病擂台赛；2.中国中医药研究
促进会第三届内分泌学术论坛；3.全国内分泌
优秀名科、名医领军人才表彰及奖励。

国家首批国医大师著名中医学家张学
文教授将出席大会并作学术报告;全国五大
内分泌学会会长、副会长亲临演讲;学术盛
宴大师亲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
等领导为擂台赛获奖者颁发金、银、铜奖牌，
为名科、领军人才颁发奖牌与证书，现场由
河南健康网全程直播。

广大中医药文化爱好者、学者，可进入
相关网站关注会议直播，直击擂台现场。

（张彩凤）

第二届全国纯中药治疗
2型糖尿病擂台赛正式开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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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淑丽

据了解，我国肝胆病患者群体非常庞

大，肝胆病不仅是一个单一的疾病问题，更

是一个公共卫生与社会问题。在刚刚结束

的十九大上再次强调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的重要性，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

科医生队伍建设。

在10月 28日举办的2017年全国肝病

诊疗实用技术研讨会暨全国慢乙肝肾脏

关爱中心 2017 年度论坛上，国内顶尖肝

病专科专家来到了现场，不但将肝病治疗

的新方向进行了指导，更为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推动分级诊疗稳步前行，为有效解

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方案。

国内顶尖肝病专家齐聚一堂

此次大会，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肝病防治
指导委员会主任、原国家卫生部疾控司司长
王钊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副院长、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段
钟平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田德
英教授；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常
委、中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会常委暨福建省
主任委员潘晨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
医院、中央保健局专家张鸿飞教授；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副主任陈良教授等知名
肝胆病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在学术研
讨会上，这些国内顶尖肝病专家还对肝胆领
域的前沿学术进行了报告交流。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造福百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

长、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段钟平
教授说，首都医科大学创建于1960年，是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等医学院校，也是新中
国成立后北京地区建立的首所综合性医科大
学，首都医科大学肝病转化医学研究所是以
肝病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转化、推广、服
务为主要功能的国内首个医科大学肝病转化
医学研究所，自主研发开展的第三方检验技
术，不仅提供精准检测报告，还有资深临床专
家团队作出临床诊断建议、提供治疗和跟踪
随访服务，受到患者广泛欢迎。“首都医科大
学科技园肝病转化医学研究所合作医院”在
郑州十六医院的落户，将大力促进医院的医
疗水平和学科建设，从而缓解老百姓看病难
问题，提高医疗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效益。

为郑州西南百姓健康护航

郑州十六医院院长赵志亮说，医院又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集团医院，按照国家
“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创建的一所非营利性
大型综合民营医院。自2015年3月16日正
式运营以来，医院按照“小综合、大专科”的
发展定位，以“建一流医院、创百年品牌”为
中长期目标，以“立足本域，辐射郑州西南的
区域医疗中心”为近期目标，目前已成为本
区域环境优雅、设备精良、医技精湛、服务优
质的现代化大型综合医院。“肝胆相照®—肝
胆病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合作医院”和“首都
医科大学科技园肝病转化医学研究所合作
医院”在医院的落户，不但为医院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医院的发展带来新的契
机，医院将不负期望，按照“小综合、大专科”
的发展定位，以“建一流医院、创百年品牌”
为中长期目标，以“立足本域，辐射郑州西南
的区域医疗中心”为近期目标，来更好地服
务于百姓，造福于社会。

国内顶尖肝病专家云集 共话肝病诊疗新方向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最新术式 她获得“朗沐杯最佳风采奖”

2017年7月1日。
中国·济南。
中国女医师协会眼科学术大会现场。

“这根调整缝线留在眼部，有其他并发症危害吗？”
“调整缝线对术后眼位的调整精确度，可以达98%以

上吗？”
“张医生您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非常希望能到郑

州，目睹您做‘显微镜下眼外肌超常量后徙加调整缝线术
治疗复杂斜视手术’的全过程。”

…………
一个个完美手术病例的展示，一句句直击要点手术手

法的解析，使张晓利引起了众多与会眼科医生的关注，连
连感叹，眼科界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她精彩的发言，获得
第一届中国眼科女医师学术大会“朗沐杯最佳风采奖”，据
了解，她还连续多届获得了在全国眼科年会论文壁报上进
行展示的机会。

勤学苦练 她依然学成归国

张晓利是谁？张晓利是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斜视小
儿眼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眼科学在读博士。

当记者问起她在第一届中国眼科女医师大会作了什
么样的发言，引起那么多眼科专家的关注时，她告诉记者，
她的发言题目是“显微镜下眼外肌超常量后徙加调整缝线
术在复杂斜视治疗中的应用”，引起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
是“后徙加调整缝线术”。临床上，很多眼科专家对调整缝
合线的应用，还是持怀疑态度的，特别是对术后的缝合线

不取出，再调节应用的较少。
对“后徙加调整缝线术”的临床应用，张晓利说，主要

还来自她2015年 9月在英国布莱顿苏塞克斯大学眼科医
院交流访问期间的领悟。

英国布莱顿苏塞克斯大学眼科医院是全球顶尖的眼
科医院，掌握着目前国际上最尖端最前沿的眼科技术，到
英国布莱顿苏塞克斯大学眼科医院学习是很多眼科医生
的梦想，因其严格的甄选条件，将许多眼科医生拒之门外，
所以，张晓利极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交流访问期间，最初的半个月内，她了解到了“后徙
加调整缝线术”，看着英国专家在临床上对此项技术的娴
熟应用，再看看更多患者在这项技术应用下的受益，她的
内心很震撼，学习的劲头也非常足。对口交流医生经常会
看到，一位东方女医生会对每位实施“后徙加调整缝线术”
病人的病例，再次做出笔记；在观察眼科手术的时候，自己
的手不停，也跟着比画。一个月后，张晓利开始拿着自己
的笔记本，向手术医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问题不但提
得到位，也会给出自己的建议，慢慢地Miss Zhang被越
来越多的医生和护士认可，在第三个月，医院向她伸出了
橄榄枝，希望她能留下。

张晓利委婉地告诉院方，她来的目的是为了学成最先
进的眼科手术方式，造福更多国人。

勤奋进取 她创造无数奇迹

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张晓利很快就投入到了工作中。
因左眼斜视，歪脖15年的倩倩，在张晓利的一次“显

微镜下眼外肌超常量后徙加调整缝线术治疗复杂斜视手
术”方式下，回归正常。

无独有偶，因斜视歪脖，22岁未找到女朋友的小伙子
万顺（化名）也恢复了正常。

据不完全统计，回国至今，张晓利已做了近200例这
类手术，目前未出现手术失败的病例。

翻看张晓利的简历，她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来自于
孜孜不倦地学习与探索。

张晓利曾先后于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山眼科中心、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进修学习斜弱视、青光
眼、小儿眼科及神经眼科，曾以“国际专科医师访问学者”
赴英国布莱顿苏塞克斯大学眼科医院交流访问。郑州市
青年科技专家，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英国国际专科医
师访问学者。荣获省、市8项眼科专业科技成果奖。

擅长各种斜视、眼球震颤、上睑下垂、睑内翻倒睫、内
眦赘皮、翼状胬肉的微创美容性显微手术矫正，弱视、屈光
不正、泪道阻塞、儿童青光眼、儿童白内障、视网膜色素变
性等各种小儿眼病的诊疗。

坐诊时间：周一、四下午，周二全天，周三、五、六上午

第一届中国眼科女医师学术大会

“朗沐杯最佳风采奖”获得者
——访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晓利

走近名医

10月28日，由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肝病医学部、北京医药科学技术发展协会、肝胆相照®—肝胆病在线服务平台主办，郑州市第十六人
民医院（以下简称郑州十六医院）承办的2017年全国肝病诊疗实用技术研讨会暨全国慢乙肝肾脏关爱中心2017年度论坛在该院举办。
同时，“肝胆相照®—肝胆病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合作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科技园肝病转化医学研究所合作医院”落户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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