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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卫快讯

新闻速递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尚睿

近年来，自闭症、智力障碍等特殊儿童
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按照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的统计数据，自闭症的发病率是 68∶1，
而我国现有自闭障碍儿童约 513万人。目
前，这些特殊儿童大多只能在医疗康复部
门接受治疗，他们最终如何回到校园，回归
社会，与普通孩子相互融合共同学习，是大
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特殊儿童 渴望接受正常教育

琪琪（化名）在两岁时被确诊为自闭症，
他的妈妈为他进行了积极治疗。

“康复治疗进行了两年，进步也很明
显，但是琪琪到了入幼儿园学习的年龄时，
琪琪在幼儿园学习不到一个星期，就因无法
与其他孩子融洽相处，只能回家。孩子以后
还能不能接受正常教育，我都不敢想，孩子
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琪琪妈妈的辛酸与
担忧，引起了同时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心理中心接受康复治疗的其他孩子父母们
的共鸣。

“类似这样好不容易入园了，但没几天
就只能回家的孩子颇多，而有的孩子连入园
的机会都没有。”郑大三附院儿童心理中心
主任段桂琴说。

92所幼儿园 已开启“融入”之门

2014年，河南省人民政府依托郑州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郑州幼专）
成立了河南省学前融合教育发展支持中心，
郑州市人民政府依托郑州幼专成立了郑州
市学前教育中心，学校设立了特殊教育课
程。中心成立三年来，为全省培养了660多
位特殊教育师资人员，目前在我省遴选了
92所融合教育试点幼儿园，为自闭症、唐氏
综合征、智力发育迟缓等儿童，提供了 300
多人次的帮助与支持，已有700名特殊儿童
有了入园机会。

据了解，92所融合教育试点幼儿园覆
盖了 18个省辖市。

医教康基地
让特殊儿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2013年，郑州市教育局将“孤独症（自
闭症）儿童入学”写进小学招生工作方案。
2014年，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河南省特殊教
育提升计划（2014—2016 年）》，计划中指
出，对各类轻度适龄残疾儿童，要尽可能在
普通学校安排随班就读。可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因为老师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并且
这些孩子没有接受过特殊的学前教育，随班
就读非常困难。

河南省学前融合教育发展支持中心和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合作共建成立河南
省医教康融合教育研究实践基地，双方将进
行深度融合，双方会定期互派专家骨干传授
各自经验。而经过学习培训的幼师师资，也
将带着专业的干预方法和医疗支持，走进普
通的幼儿园，帮助特殊儿童在普通课堂可以
和其他同龄孩子一起学习、生活，实现真正
的融合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到2020年，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入学教学率要达 95%以
上，实现全面普及，并且要求努力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郑大三附院院长张小安说：“融合教
育是目前社会教育发展潮流中不可或缺
的一项教育手段。作为河南省医教康融
合教育研究实践基地的合作方，我们一方
面会把康复合格、符合入学条件的孩子推
荐到幼儿园内；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对幼
儿园老师进行培训，将自闭症等相关知识
教给他们，以便他们能早期发现行为异常
的孩子。我们要帮助特殊儿童早日实现
在普通课堂和其他同龄孩子一起学习、生
活的愿望，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也
为提高全省儿童健康水平，推进健康中原
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期关注

图片新闻

□本报记者 闫良生 本报通讯员 王一鹤

近日，第48届国际尿控协会（ICS）年会在美国费城举
办，来自世界各地超过4000多名尿控和盆底疾病方面专
家、学者参会。会议期间 ICS主席莫拉得宣布新乡医学院
副院长文建国教授连任该协会小儿泌尿（排尿功能障碍
和过渡泌尿外科）学校校长。该校主要任务是负责儿童
和青少年各种排尿功能障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继续教
育、各种教程、视频制作、网络培训等。

国际尿控协会（ICS）是一个全球性学术机构，着眼于
解决人类的盆底健康问题，致力于通过基础和临床的科
学研究以及教育与宣传，改善受到尿道、肠道、盆底等疾
病困扰的患者生活质量。ICS为了更好地规范世界相关
学科培训和继续教育项目，制定各种疾病的诊疗指南，为
广大年轻医生提供在世界上该领域最佳的医院或培训中
心进行一到三个月的培训，在原来协会的工作基础上成
立了相应的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教育机构，即 ICS培训
学院，共 10个分校，包括男性下尿路与尿道学校、盆底疼
痛学校、护理学校、小儿排尿功能障碍与过渡泌尿外科学
校等。文建国教授从事小儿尿动力学临床和科研工作34
年，现为国务院特殊津贴和原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989年发
表了我国第一篇小儿尿动力专著“正常小儿膀胱压力测
定”。2001年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立了我国第一
个能开展所有尿动力学检查项目的小儿尿动力学中心,
后来成为河南省尿动力诊治和治疗中心。他带领尿动力
团队已经为7万多名患者进行了尿动力学检查或治疗，发
表了600多篇科研论文，其中SCI 文章 200多篇，单篇最
高影响因子44（lancet）。2018年作为共同主编出版世界
首部小儿尿动力学专著“儿童和青少年临床尿动力学”
（Springer出版社）。能够连任国际小儿泌尿培训学校的
校长，充分显示了我省小儿尿动力学已经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意味着在国际小儿排尿功能障碍疾病的指南制定、
相关医务人员的培训以及主办相关国际继续教育项目等
方面有了话语权。

文建国教授连任国际尿控协会
小儿泌尿学校校长

◀“终于找到恩
人了！谢谢你们的
救 命 之 恩 ……”近
日，民权县人民医院
医务部李勇、RICU
底慧施救落水夫妇，
在落水者脱离危险
后悄然离开。事后，
落水者及家属经民
权在线网、微信群等
多种渠道找到施救
者，送锦旗表示感
谢，向医务人员的见
义勇为精神致敬！

（闫良生）

为特殊儿童学前教育开一扇“融入”之门

▶为提高卫生
计生行政执法水平，
增强卫生计生监督
队伍综合素质，近
日，焦作市卫生计生
委举办了卫生计生
监督技能竞赛，61
名卫生计生监督员
参加了比赛。图为
参赛人员进行模拟
案件办理。

（王中贺）

河南省医教康融合教育研究实践基地

2018年 10月 16日上午，由河南省学前融合教育发展支持中心和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合作共建的河南省医教

康融合教育研究实践基地正式启动，河南省医教康融合教育研究实践基地的建立，使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有机融合，

提高我省特殊儿童的生活与自我交往能力，为我省特殊儿童接受学前系统教育开启了一扇“融入”之门，为特殊儿童早

日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

10月 12日—13日，由河南省全民健康促进会主办，
河南省人民医院承办的，河南省全民健康促进会慢性疾
病防治专业委员会暨首届学术交流会在郑州召开。来自
省内300余名基层医护工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上，河南省健康促进会会长汪成为河南省人民
医院内分泌三病区主任苏永教授颁发了河南省全民健康
促进会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证书。

苏永说：“群防群治是未来慢性疾病的防治大趋势，
而想要实现群防群治，就要依靠和发挥群众的力量。河
南省全民健康促进会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就是这
些技术培训基地，和新理念、新产品的信息输送基地。”

（梁振廷）

10月 16日上午，“郑医·生命之光”慈善捐资救助暨
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正式开诊暨郑州 57号急救站开
站仪式在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举行。

仪式现场，举行了“郑医·生命之光”慈善捐助活动，
郑州人民医院分别向郑州市慈善总会捐款 300万元，向
郑东新区慈善总会捐款 50万元。河南省慈善总会秘书
长刘高贵、郑州市慈善总会会长姚待献等为10名救助患
者发放救助金。启动“郑医·送健康”活动，为 10名出租
车司机代表发放了健康手册、体检卡。同时，57号急救站
揭牌开站。

仪式最后，郑州人民医院及郑东院区家庭医疗服务
正式启动，10辆家庭医疗服务电动车同时从郑东院区出
发，驶向患者家中。

该院院长郝义彬表示，郑东院区是医院布局郑东新
区医疗市场、满足郑东新区居民优质诊疗需求的重要举
措。医院以慈善郑医、责任郑医、公益郑医、温暖郑医、速
度郑医为主题，在郑东院区正式开诊之际开展“郑医·生
命之光”慈善捐资、“郑医专家社区行”巡诊义诊、“郑医家
庭医疗”系列上门服务等5大类15项公益慈善活动，旨在
向全社会、全市群众展现医院的慈善理念和公益责任。

据悉，即日起，该院将持续开展3个月（即2018年 10
月 16日—2019年 1月 16日）的优惠活动，就诊免挂号费、
诊查费。同时，还将开展免费两癌筛查活动，为30岁—64
岁妇女（具有郑州市户籍或郑州市暂住证或配偶具有郑州
市户籍）免费进行宫颈癌、乳腺癌和生殖道感染筛查；开展
免费脑卒中筛查活动以及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活动。

此外，妇科、医学美容中心、儿科、消化内科、口腔科、
重症医学科、健康医学中心、康复医学科等临床科室还将
推出一系列门诊优惠项目。 （陈慧）

为庆祝河南中医药大学建校60周年，河南中医药大
学校团委联合河南农业大学校团委主办，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管理学院承办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活动”，于10月 16日走进河南农业大学。

活动当天，中医特色义诊活动、中医特色疗法体验、
中医药相关趣味活动、中医药特色产品展示以及健康养
生保健知识宣讲等系列活动，深受欢迎。尤其是特色疗
法针刺、艾灸、贴敷、拔罐、耳穴压豆等的现场展示使得广
大师生连连驻足，中医药趣味活动让农大学子在快乐氛
围中进一步了解了祖国传统医学。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开展中
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旨在提升大学生的中医药文化素
养，增强全民保健意识，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

（武圣超 崔晓梅）

我省慢病防治委员会成立

探索慢病防治新思路

“中医药文化”走进校园

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
正式开诊

10月 17日, 河南弘大戒毒诊疗中心在河南（郑州）
弘大心血管病医院（以下简称“河南弘大医院”）正式揭
牌。这是我省首家自愿戒毒诊疗中心，它的成立将有力地
推动我省自愿戒毒康复工作的开展，为更多毒瘾患者及家
属免去戒毒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更顺利的回归生活和工
作，实现人生价值。据悉，该中心是报经省卫计委批复同
意，由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南省医学戒毒中心及河南
弘大医院联合创办的一家多学科戒毒诊疗中心。中心于
9月 1日起投入运营，其首创的“塔（梯）式进阶戒毒治疗
体系”、多学科联合会诊诊疗模式，开创了我省医学自愿
戒毒的先河，也标志着河南省自愿戒毒工作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 (王俊霞)

河南弘大医院

戒毒诊疗中心揭牌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2018年 10月 12日，七乐彩第 2018120
期开出一等奖一注，大奖花落河南省南阳市
方城县北环路东 41630715 号投注站，一等
奖单注金额 3561450 元。投注方式为胆拖
330注，投注金额 660元，中得奖金共计 373
万元。

“恭喜您中得七乐彩一等奖！真的是太
幸运了！恭喜恭喜！”10月 15日上午，河南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迎来了又一位七乐彩大
奖得主李先生。据了解，李先生是一位老彩
民，购买福利彩票已有15年之久。每次买上
个三五十块钱，感觉好了就多买一点。“咱们
福利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是做善事的。我
平时就爱帮助人，做善事，我相信人在做天在
看，好人有好报的。”李先生跟我们的工作人
员说。“这一次吧，我也没想到会中奖，我就是
平时看看咱们的走势图，自己选一些号码，就

买了，也没有守号，反正就是抱着一颗平常心
购买彩票。这一次中一等奖了当然开心，要
是没中也没事，给咱们公益慈善事业作贡献
了，也是开心的。”

一颗平常心，购买彩票，支持国家公益事
业。作为一名福彩从业人员，忍不住想给福
彩这位老彩民点赞。社会正能量就是来源于
这些千千万万的民众，来源于福彩彩民。一
颗乐善好施的平常心，谢谢福彩的每一位彩
民。祝福每一位福彩彩民都能够中得大奖，
正如大奖得主李先生所说的，“好人有好报”，
祝愿福利彩票每一位彩民朋友们都能好运大
奖天天有！

河南福彩温馨提醒：理性购彩，好运相
伴！

中国福利彩票，国家公益彩票！
（河南福彩 郑文婷）

中大奖啦
七乐彩一等奖花落南阳方城县

原阳县人民检察院结合工作实
际，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创新促规
范，不断提升审查逮捕质效，取得了
良好效果。一是建立重大监督事项
案件化工作机制。实施重大监督事
项案件办理工作机制，制定出台了
《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工作细则》，规
范了监督案件的办理流程。二是建
立审查逮捕跟踪工作机制。初步审
查。应公安机关邀请，对拟报捕的重
大案件提前介入，对案件事实和现有
证据进行综合评判，对侦查工作提出
建议。引导取证。在案件审查逮捕
期间，审查案件的同时引导侦查机关
取证，尤其对欲批捕，但证据尚有欠
缺的案件，列明侦查提纲督导调查取

证。跟踪监督。对逮捕或不捕案件，
侦监部门以《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
意见书》和《不捕案件补充侦查提纲》
为切入点，跟踪督促侦查机关进行证
据补充，同时送达公诉部门进行督
导。三是建立容错纠错工作机制。
建立“错题”台账，汇总各类案件评查
活动中出现的案件质量问题，全科集
体组织学习，逐案剖析，进行归类总
结，研究制定整改措施，杜绝类似问
题的重复出现。建立“判决书”台账，
跟踪审查逮捕案件的判决情况，反向
检验审查逮捕时适用逮捕或不捕措
施是否恰当，分析原因、查找问题，并
作为指导性案例集体学习。

（夏兴宇 葛二磊）

以创新促规范
不断提升审查逮捕质效

日前，宁陵县供电公司宣传队

员来到阳驿乡徐楼村委开展以“电

网改造升级、助力脱贫攻坚”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据悉，该公司组织

14支宣讲队向各村委、广大群众宣

传公司系统在助推脱贫攻坚战实

施方面采取的有效措施、电网改造

的成效及意义、村村通动力电和机

井通电的社会经济效益、低收入家

庭的用电优惠、光伏扶贫项目并网

服务等电网脱贫有关政策，切实提

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电力行业扶贫

政策的知晓度、提高群众对电网建

设和电力行业扶贫工作的满意度。

(史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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