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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良生
本报通讯员 王玉珏 徐亚威

命悬一线 空中急救挽生命
11月6日凌晨，睡眠中的杨某突感一阵

胸闷、心口疼痛，一夜未眠直到早晨 7时到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经检查，考虑是
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已经错过了急诊溶栓的
时间窗，生命垂危。家属考虑转至上级医院
进一步治疗，可是患者病情较为危重，无法
承受路途的颠簸，随即联系了空中医疗急
救，接到求助后，金汇通航立即启动预案，经
协调河南省内军民航、郑大一附院搭建的

“空中救命线”，30分钟内就完成了飞行任
务计划的申报和批复，郑大一附院有着航空
急救经验的两名医护人员随机飞往商丘。
50分钟后患者成功到达郑大一附院郑东院
区急诊停机坪。

时间就是心肌，200余公里的距离，50
分钟的时间，为患者治疗争取了黄金时间。

紧急手术 堵塞血管被打通
病人抵达医院后，确诊为急性前壁心肌

梗死，杨海波主任考虑越早打开堵塞的血
管，存活的心肌就越多，那么今后心脏的功
能就更加好。跟家属协商后，立刻进行了介
入治疗，经过血管球囊扩张术，闭塞的血管
被打开，经过手术，斑块负荷较前有所减轻，
暂未植入支架，患者获救，安全返回病房。

一条年轻的生命，经过空地接力施救，
成功生还。

杨海波教授介绍，时间对于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来说异常宝贵。此次空中救援，从病
人转运到送入急诊抢救室共用了不到一个
小时，极大地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多方联动 立体救援保安全
近年来，我省进一步建立完善立体救援

体系，全面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多方整合专
业力量，着力打造“地空结合、多方联动”的
立体救援网络，以实际行动为生命危重患者

搭建“空中救命线”。据悉，患者杨某此前投
的商业保险可以完全覆盖此次直升机运输
费用。

此次救援多方通力合作，空军训练飞行
给予了避让，新郑机场也开辟了空中绿色通
道。本次执飞的直升机为AW119Kx型专
业医疗构型直升机，机舱内部配备有呼吸
机、除颤监护仪、吸引器、注射泵、氧气瓶、脊
柱板等专业医疗设备，可在转运的同时进行
专业的医疗救护，最大限度地保障患者的生
命体征平稳。

不良习惯 心梗倾向年轻化
29岁患心梗，太年轻了！杨某长期吸

烟，有10余年吸烟史，每天两包，经常久坐、
熬夜，加班后饮酒、压力大等，这些都是冠心
病的高危发病因素。

郑大一附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李凌教授
介绍，目前，20多岁得急性心肌梗死的人越
来越多，医院曾经接诊过 15岁的急性心肌
梗死病人，青年人，特别青年男性急性心肌

梗死的比率在逐渐升高，这和吸烟率高、肥
胖、原发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久坐缺
乏体育锻炼、生活习惯、社会压力等有关。

近年来，郑大一附院心内科团队重视急
性心梗的诊治和预防宣讲工作，科室特别注
重先进医疗技术引进，经过近十年努力，对
常见心脏病的介入治疗、房颤和复杂心律失
常治疗等，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方面上，均位
居全国前列。

当代中青年人由于工作生活的快节奏，
生活方式的改变，过早过多地暴露于心血管
的危险因素之中，从而导致中青年人过早地
患心血管疾病甚至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因
此，应严格戒烟，合理饮酒、膳食，避免过度
劳累，早期去除危险因素，保持良好的心态，
可降低中青年人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率。

同时杨海波教授还提醒，心肌梗死前是
有征兆的，多表现为心前区疼痛较心绞痛更
为剧烈难忍、持续时间超过 30分钟不能缓
解。如果遇到心梗要保持镇定，稳定情绪，
及时就诊。服务于百姓，造福于社会。

空中上演“生死时速”29岁患者成功获救

11月7日13时左右，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上演了一场与时间争夺生命的紧急救助。当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急
诊旁的停机坪上，待命等待的急救人员迅速将病人推向绿色通道并送进了心内导管室，经过心内科杨海波教授团队
及急诊医学部的精英团队的抢救，29岁小伙成功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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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冰 本报通讯员 张彩凤

11月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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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擂台赛与全
国首届内分泌‘一优一名’评选活动”在开封隆重闭幕。

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
委、农工党河南省委主委高体健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原副局长、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会长吴刚；首批国医大
师、陕西中医学院原院长张学文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
席研究员、京都国医名师林兰教授等国家、省、市领导和
嘉宾出席颁奖典礼。

据了解，此次擂台赛从全国各地报名的118名选手
中筛选出60名作为参赛选手参加擂台赛。经过四天的
多环节、多轮角逐，开封市中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盐城市中医药、甘肃省中医院、三门峡市颐享糖尿
病研究所、桂林市中医药、天水市中医院团体组分获金、
银、铜奖；开封市中医院庞国明、长治市中医院常名空、开
封市中医院岳瑞文分获高、中、初级组金奖；沈璐、谢心、
陈晓红、李建军、刘超男、付永祥分获高、中、初级组银奖；
刘辉、武楠、李鹏辉等九人分获高、中、初级组铜奖。

高体健对擂台赛这种形式开展学术交流给予了充分
肯定，对承办方开封市中医院在纯中药治疗糖尿病领域
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鼓励河南广大中医药工
作者以此次擂台赛为契机，虚心学习借鉴国医大师、各方
名医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加快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和健
康中原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此次会议创新使用现场直播的形式向社会传递比赛
全程，吸引了场外20多万观众同步观看,把“打擂”引入
中医药学术交流，这种新颖独特的形式大大激发专家学
者的参与热情。此次擂台赛的举办，对发挥中医药优势，
促进中医药的继承创新，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具有
重要的意义。

“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还真是不敢
相信，今天入院，今天手术，后天就能出院，享受了
住院患者的服务却只花了门诊患者的钱。”11月 6
日上午10时 30分，陪着父亲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门诊完成疝气手术的连先生激动地说。

据悉，73岁的连大爷此次接受的是静脉全麻+
局麻下行左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的日间手术，病
人将在两日（48小时）内完成入院、检查、手术、出院
全过程。此例手术是该院日间手术团队成功开展
的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日间手术。

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展翔介绍，日间手术是指
选择一定适应症的病人，在门诊做完手术前的各项
检查，并预约手术时间，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安排病
人的住院、手术、手术后观察，病人通过短时间恢
复，在医生评估后办理出院,患者入院到出院时间
最长不超过48小时。与传统手术相比，日间手术用
药少，费用低，减少病人在医院住院时间，还能享受
医保报销。

据了解，为确保手术质量和医疗安全，该院于
2016年成立了日间手术中心并明确各科室职责，制
定相应规范制度，并建立了由手术医生、麻醉医师、
护理人员组成的快速康复团队。该院的日间手术
分为分散管理及集中管理两种模式并行，目前医院
门诊综合诊疗中心所有手术间均可进行日间手
术。 （封宁）

近日，修武县中医院医护人员一行7人带着血压计、
听诊器等检验设备来到焦作圣昊铝业有限公司，为150
余名工人进行健康体检。

为保障生产、体检两不误，确保体检秩序和检查质
量，县中医院提前与该公司工会、人资部联系并精心组织
安排，制订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和职工体检日程表，提前作
好分批次体检人员工作安排，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及时
参加体检。

通过开展员工健康体检，让每一位员工对自己的健
康状况“心中有数”，真正达到“早诊断、早预防、早治疗”
防病治病的目的，为职工健康筑起了一道坚强的屏障，受
到了全体员工的欢迎和好评。 （马兰兰 李峰）

①11月4日上午，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携手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启动“关注记者
健康月”活动，在启动仪式上，郑州中医骨伤
病医院将价值20万元的记者健康卡赠予河
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柴如义）

②11月 7日，党的十九大代表、郑州大
学校长刘炯天在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召开学
习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会，强调要用十九大
精神指导工作，积极参与郑州大学“双一流”
建设，积极参与健康中原建设、健康中国建
设，为国家发展做出努力。 （曹咏 吴静）

③近日，新密市食药监局开展疫苗使用
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疫苗的购进、
储存、运输、分发和使用等环节的监管，确保
疫苗质量安全。 （杨鑫 付彧）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因素，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决策部署。

为了使精准扶贫工作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2016
年 9月 13日，郑州市卫计委下发《郑州市健康扶贫实施方
案》，将郑州市所辖的贫困村，分配到了郑州市各大综合医
院。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郑州市二院）所对口
的贫困村为登封市石道乡10个村庄。

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的郑州市二院领导班子，成立了精
准扶贫办公室，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梳理，
在短时间内制定出了工作进度时间表。

仁心 要统计到每位贫困群众

要将健康精准扶贫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需要对对
口10个村庄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每个村庄的贫困家庭
情况做到全面了解的同时，对贫困家庭人员的健康状况也
要做到精准统计，并记录在册，便于统一管理。

这个工作很繁琐，但也是使精准健康扶贫工作更为精
准的唯一一种方式。

郑州市二院精准扶贫团队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和志愿
者，近几年，郑州市二院把发挥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精神的
党建工作做的深入人心，接受到这份工作的精准扶贫团队
人员，没有任何怨言，有的只是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
些基本信息采集到位的决心。

郑州市二院对口帮扶的登封市石道乡10个贫困村的
名字分别是：崔楼村、老庄沟村、上沃村、闫坡村、范爻村、
邵爻村、李爻村、范庄村、王楼村、许韩村。

因登封市特殊的地理环境，这10个村庄都在山区，在

GPS定位导航上看，相距不是很远，但在实际行走时，许多
山路却无法通行。

精准扶贫团队人员面对这些困难没有退缩，在最短的
时间内，将这10个村庄的所有贫困人员健康状况进行了
全面摸底统计。

暖心 要让每位贫困群众受益

2016年10月13日，是郑州市二院第一批精准扶贫医
疗队前往第一个对口贫困村上沃村进行义诊的时间，谁
知，天公不作美，凌晨5点就下了淋淋漓漓的小雨，到了出
发时间6:30，雨势开始加大。

因参加义诊的专家都知道，对口帮扶的时间是提前定
好的，如果临时改变行程，满怀期盼的村民将会极其失望，
因此，没有一人退出义诊团队。

早7:53，义诊专家团队来到了上沃村，在村头等候着
的村主任，热泪盈眶，他说：“俺村偏，手机信号本就不好，
偏偏今天又下雨，想着你们不会来了，谁知道你们不但来
了，还按时来了，俺村人真有福，恁都是好人啊！”

质朴的语言，感动着前来义诊的专家团队。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郑州市二院共前往登封市石道乡

对口帮扶10个村庄往返20余次，在前往对口帮扶贫苦村
的途中，因山路狭窄植被过密医疗车无法通行，他们徒过
步；因山路临时塌方，他们垫过路。但这些都没有阻碍他
们为对口帮扶群众送去健康的脚步。

万人划桨开大船。郑州市二院精准扶贫团队深知，在
精准扶贫入户的同时，及时提升基层卫生所和卫生院的诊
疗能力尤为重要。

对基层医生诊疗技能的提升，精准扶贫医疗专家团队除了
手把手地教授和疑难病例解析外，还指导他们规范查房流程
和规范病例的书写，同时还对不同病症的护理实践操作进行
了详尽的示范，受到了基层卫生所和乡镇卫生院的广泛赞誉。

走心 要切实帮助到贫困群众

郑州市二院对对口贫困村民的帮扶是走心的。
在专家团队上，郑州市二院精准健康帮扶医疗团队专

家均为副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
在具体帮扶上，郑州市二院对贫困户进行免费健康体

检，义诊2600多人次，免费进行心电图检查、血糖检测、血
压测量及眼科的一些检查。发放健康用品2700余份，包
含有常用药品、慢性疾病健康手册（专门为健康扶贫做
的）、医院的宣传资料、实用性小生活用品等，走到了每位
贫困家庭，据统计，扶贫活动医院共计投入60000余元。

“正是有这些不计个人得失甘愿付出的义诊专家团
队，郑州市二院精准健康扶贫工作才能做得精准到位，才
能得到对口群众的交口称赞，因为我们无私奉献的义诊专
家团队，我们一定能保质保量地做好精准健康扶贫工作。
让每一位贫困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郑州市二院
院长孙世龙的话铿锵有力。

今日手术 明日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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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纯中药
治疗2型糖尿病擂台赛闭幕

刘进乔

荣膺最美基层儿童保健医生称号
11月 2日至 5日，由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

主办的2017年中国儿童保健学术年会暨“最美基层儿童
保健医生”颁奖大会在深圳召开。

郑州大桥医院所属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医生刘进乔在会上被授予“最美基
层儿童保健医生”称号。据悉，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共
有37位儿保医生获此殊荣，刘进乔是河南省推荐的唯一
一位基层儿保科医生。

17年来，刘进乔作为南阳新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
保科的负责人，一直扎根在基层，积极贯彻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要求，使辖区儿童保健工作取得了从量到质的
快速飞跃，赢得了广大儿童家长的信赖和好评。（乔志勇）

褚玉霞

荣膺全国“最美中医”称号
近日，河南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河南省首届名中医褚

玉霞教授在全国首届“最美中医”宣传活动新闻发布会上
被授予“最美中医”荣誉称号。

据悉，全国首届“最美中医”宣传活动由中华中医药
学会、人民网联合主办，旨在深入挖掘临床一线及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弘扬“大医精
诚”精神，讲好中医故事，传播中医药正能量。

褚玉霞从医执教近50年，为成千上万的病患解除了
病痛，并培养出无数优秀的中医人才，医疗经验极为丰
富，教书育人堪称楷模。 （宋龙涛）

民权县

开展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检查
为提高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水平，防范学校食源性

疾病的发生，近日，民权县食药监局在县教体局的协助配
合下，对辖区内各中小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开展食品
安全专项大检查。

从检查结果看，多数单位都能够按照要求加强内部
管理、完善软硬件设施，但也有部分单位存在着“三防”设
施需改善、食品留样不符合要求、进货查验记录不完善等
共性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下达了整改
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

截至目前，此次专项检查已出动执法人员96人次，
检查了128所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食堂），共下达责令
整改通知书32份，立案调查2起，维护了区域内学校食
品安全秩序，确保了师生们“舌尖上的安全”。 （史久爱）

修武县中医院

健康体检进厂区

让每一位贫困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健康扶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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