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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9月 29日从河南省肿瘤
医院获悉，“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化培训项目试验基
地”日前在该院挂牌成立。这意味着，今后我省各级医
疗机构肝癌规范化诊疗将有“权威指导”，医务人员诊
疗服务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
年版）》（以下简称《规范》），2018 年 6 月，国家卫健
委医院管理研究所正式启动“北极星行动·原发性
肝癌诊疗规范化培训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建立
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疗基地，对《规范》进行培训推
广应用，发挥基地示范效应，保障治疗疗效与安
全。此次试验基地的挂牌成立，也是《规范》以及培
训项目在临床工作中的进一步贯彻落实。

据介绍，原发性肝癌起源于肝脏上皮或间叶组
织，是严重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高发恶性肿瘤。“肝
癌治疗需要外科、内科、介入科、放疗科、病理科、影
像科等相关科室的密切合作。”省肿瘤医院肝胆胰
腺外科主任韩风表示，今后医院将继续发挥示范效
应，组织原发性肝癌 MDT 及规范化诊疗专家团队，
以示范教学、学术研讨、网络交流等多种形式，不断
带动和影响全省及周边地区的医疗机构肝癌规范化
诊疗工作的开展，提高医务人员诊疗服务能力。

医学前沿

郑州人民医院坚守医德与奉献

打造一所有温度的现代医院 国际眩晕医学高峰论坛
在郑州举行

省儿童医院患儿
连线前NASA宇航员

倾心奉献，“醉”美人生
——记第二届“白求恩式好医生”获得者、河南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首席专家孟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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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
责任，只有做到思想上和行
动上的共同结合，才是对慈
善最好的践行。

本报讯（记者 王平）近日，由河南省人民医院、河
南省脑血管病医院主办的“首届中原鞍区病变高峰论
坛”在郑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等三甲医院的知名专
家与我省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分享鞍区病变的最
新诊疗技术及诊疗理念。

“鞍区位于人体大脑颅底正中间，这个区域位置最
深，周围还牵涉到很多血管和神经，因此结构非常复
杂，一旦出现疾病症状就会很严重，临床表现也是复
杂多样的。”据河南省人民医院鞍区病变（垂体瘤）亚
专科主任王斌介绍，垂体瘤是鞍区最为常见的一类
肿瘤，全球发病率约为 14.4%，它的发病仅次于胶质
瘤、脑膜瘤，排在颅内肿瘤第三位。

目前核磁共振是诊断垂体瘤的“金标准”，有超过
20%的人群可通过该项检查检出垂体瘤。“即便如此，
大家也不必恐慌，因为这部分人群中只有 1‰的患者
是需要治疗的，并且治疗方法明确、疗效明显。”王斌介
绍，手术治疗包括开颅手术、经鼻显微镜及经鼻内镜手
术等方法，肿瘤全切率一般能达 99%左右，术后复发
率较低。

当天上午，论坛开幕式还同步举行了中国垂体腺
瘤协作组委员单位揭牌仪式、河南省人民医院垂体
瘤 MDT 启动仪式。王斌表示，“今后我们将依托
MDT这一平台，计划在每周三上午聚集院内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影像科、放疗科等相关科室专家一同
对疑难病例进行讨论，商讨下一步治疗方案，让患者
享受到更加高效、精准化的诊疗服务。”

肝癌规范化诊疗将有“权威指导”

首届中原鞍区病变高峰论坛举行

新闻速递

本报讯（记者 曹萍）10月 11日，由美国 SpaceforArt基金
会发起、全球各国儿童参与的“地出”画作征集和“宇航服设计计
划”中国站活动在河南省儿童医院举行。跨越时空的界限，来自
省内的 15 名多动症患儿现场连线前 NASA 宇航员 Leroy 与
NicoleP.Stott，纷纷向他们发起提问。

据介绍，该活动中国站由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复旦大学附
属儿童医院以及河南省儿童医院共同协作完成。河南省儿童医
院是中国站的首站，在这里接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治疗的部
分儿童，率先幸运地参与到“地出”和“宇航服设计计划”的创作。

“‘地出’画作是让孩子们描绘自己心目中地球升起的画面，
让他们了解地球是太空中的一个行星，我们生在其中；‘宇航服
设计’是来自各国的患病儿童共同完成一件宇航服设计。”河南
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方拴锋介绍，这是美国基金会发起
的第五套宇航服的设计计划。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俗称“多动症”，在中国约有
2000万患儿。“目前河南有将近 200万 ADHD儿童不能诊治，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让更多的家长了解‘多动症’，引起全社
会的重视。”方拴锋说。

图为 孩子们用画笔画出他们心中的地球。 武豪 摄

本报讯（记者 曹萍）10月 20日，国际眩晕医学高
峰论坛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第三
次学术年会在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
来自国内外眩晕领域专家学者 301医院吴子明教授、
加州大学眩晕医学中心田军茹教授等齐聚郑州，就临
床实践中的体会和困惑展开交流，带来了一场高水平
的专业盛会。

眩晕是一个多学科相互交叉的临床综合征，其发
病率高，病因复杂，患者常反复就诊于临床各科，既遭
受了身心上的痛苦，也蒙受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损
失。2016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
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立，旨在搭建眩晕
学会学术交流的平台，举办高水准学术会议，开展眩晕
专科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积极培育眩晕学科建设，提
高各级医院眩晕诊疗水平。

参加此次论坛有来自 301医院吴子明教授、加州
大学眩晕医学中心田军茹教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张怀亮教授等近20名业界专家，就眩晕热点
与焦点、知觉性头晕（PPPD）的中西医诊疗、精神心理
性眩晕等做了精彩报告。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通讯员 陈慧

深秋时节，凉意渐浓，郑东新区又有一
家三甲医院温暖开诊。

10月 16日，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正
式开诊。当天恰逢郑州市第11个慈善日，开
诊仪式现场爱心涌动，在“郑医·生命之光”
慈善捐助活动中，郑州人民医院向郑州慈善
总会捐款 300万元，向郑东新区慈善总会捐
款 50万元，现场还为 10名救助患者发放了
救助金；同时，免费体检、急救培训、专家义
诊等惠民活动相继举行，暖意融融。

温暖来自温度。一代又一代的郑医人
不忘初心，始终将救扶病弱、助人于困深植
于内心、融化于血脉，从善于心，为善于行，
为患者带去亲人般的贴心服务，向弱者奉献
炽热的爱心，对陷入险境者义无反顾地施以
援手。沧海桑田，时代变迁，这座百年老院
暖人的温度从来不曾冷却。

从“心”出发 珍惜每一位病人

最近，在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的妇科
病房，常常看到护士搀扶一位老爷爷的景象，
妇科病房怎么住进了一位老爷爷？原来爷爷
的老伴儿、年近 80岁的熊奶奶因病住院，爷
爷患有老年痴呆、离不开熊奶奶，医院破例让
他也住进了熊奶奶的病房，一并悉心照顾。

7月中旬，郑州人民医院儿科病房住进
了一位3个月大的小病人，因为媳妇、孩子同
时住院，新手爸爸王先生忙得焦头烂额。几
位80后、90后医护人员见状后，主动帮忙带
孩子，客串了好几天的“临时妈妈”，哄睡觉、
喂奶粉都不在话下，王先生感动不已。

8月初，一份只有2分钱的医生处方刷爆
朋友圈，这是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
师唐聚花开出来的。原来，当天晚上郑州市
民张先生带着出现过敏的母亲到医院看急
诊，拿到唐医生开的处方后急忙去交钱，被告
知金额是2分，母亲服药后症状很快就好了。
张先生将其发至朋友圈，得到无数点赞。

专门收治福利院孩子的爱心病房，为病

患舒缓心情的朗读活动，手术前握着病人的
手……温情的故事每天都在郑州人民医院
的各个角落上演，在离着生死最近的地方，
郑医人用一抹微笑、一句安慰，一次次贴心
帮助，一次次无私奉献，驱走了患者心中对
病痛的恐惧，让他们感受到了如沐春风般的
温暖。

一百多年前，医院初创时就坚持济贫救
困，被称为“施药医院”，百余年的文化沉淀

造就了郑医人的仁爱之心；定期讲座、传帮
带、典型示范，常年来医院利用各种形式对
与员工进行医德医风的教育熏陶，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在今年的医师节纪念活动
上，郑州人民医院院长郝义彬勉励全院医
师：修德、奉献、精技、审慎、廉洁。郝义彬将
修德与奉献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用崇高医
德和无私奉献打造一家有温度的现代化医
院，是所有郑医人不懈的追求。

大爱无疆 坚守慈善公益

10 月 16日，在第四届郑州慈善风云榜
颁奖盛典上，郑州人民医院一举获得三个大
奖，院长郝义彬获得风云爱心个人，医院荣
获风云志愿服务奖，“百年郑医·心系百年农
工子弟免费体检活动”荣获风云新闻事件。

多年来在慈善与公益上的坚守，让郑州
人民医院收获了累累硕果。2016年，郑州人
民医院成立“郑医·生命之光”专项慈善救助
基金，截至目前，医院向基金共注入 750余

万元，受益患者超 2万人；医院启动了“善行
绿城”之“心晴朗”、“明天计划”、“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等一系列慈善项目，成
为“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郑州市
免费白内障救治”定点救助医院，截至今年9
月 30日，累计救助款1416余万元，受益人群
8044人。

郑州人民医院始终牢记“人道主义、杰
出服务、健康大众、奉献社会”的使命，秉持
医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将慈善、奉献的精神
贯穿在医院所有工作之中。郝义彬常说：

“慈善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责任；只有做到
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共同结合，才是对慈善最
好的践行。作为公立医院，坚守公益为民，
奉献社会是我们必须履行的责任和担当。”

义无反顾“郑医好人”凝聚正能量

今年6月 12日，在郑州市黄河南路和黄
河南街交叉路口，一名高中生骑车不慎摔
倒，大腿根部血流不止。恰好路过的郑州人
民医院麻醉科医生张训功立即上前施救，直
到救护人员赶到才默默离开。“郑医好人”仍
在延续。

从2016年 3月，郑州全城寻找街头救人
的最美护士马丹开始，短短半年多的时间，
马丹、张鑫娜、李笑展、赵刘凯、马琳娜、安
华、李雪……这些名字相继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中，他们都是郑州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
行政人员，脱掉白大褂仍然没有忘记救死扶
伤的使命，一次次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勇敢
施救，挽救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称为“郑
医现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郑医
好人，满满的正能量让整座城市都充满了温
情。2017年 2月，以 8位“网红”为代表的郑
州人民医院医护群体当选“感动中原”十大
年度人物。

为山九仞,岂一日之功。百年郑医的传
统精神滋养了郑医人的心灵，新一代的年轻
人更是将它发扬光大。“医院的‘网红群’体
现了敬业和诚信精神，他们在抢救过程中把
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和诚信摆在第一位，用自
己的行动践行了核心价值观，相信这种信念
已经扎根在每一个郑医人的心底，‘郑医好
人’将会持久绽放。”郝义彬说。

本报讯（记者 王平）10月 19日，河南省急性心肌
梗死救治新闻通气会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召开。
一项历时7年的河南急性心肌梗死再灌注研究成果正
式发布，填补了我省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也意味着河
南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胸痛“数据库”。

急性心肌梗死是心脏冠状动脉急性、持续性缺血
缺氧所引起的心肌坏死。救治急性心肌梗死的首要任
务是“再灌注”，即开通血管，使心肌恢复供血。我省的
再灌注处于什么水平？药物溶栓和血管造影所占比例
是多少？这项名为“河南H2”的最新研究，通过广泛采
集124家医疗机构的详实数据、深入分析8142个典型
病例的基础上得出了“答案”。

该研究由省卫计委、省医学会指导，河南省心血管
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专家团队具体承担。该项目主要研究
者、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高传玉教授表示：“继
续提高我省早期再灌注比例、缩短救治时间延迟、促进
静脉溶栓的推广、遵循救治指南、规范急性心梗救治流
程等仍然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据介绍，未来三年，河南省内的三级医院均需建设
相应的规范化胸痛中心，且每个县至少有一家规范化
胸痛中心，从而建设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的河南省
胸痛中心体系。

河南人有了自己的
胸痛“数据库”

开诊仪式上医院职工纷纷献出爱心。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支慧 李璐 尹沅沅

“手术医生治的是病，麻醉医生管的是
命。”这句对麻醉医生工作简单明了的描述，
业内人士皆知。面对这样一个不分昼夜、工
作强度大、贯穿围术期全程的幕后工作，有一
个人却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度过了 36载
春秋，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他所热
爱的医学事业，走出了自己的“醉”美人生。
他，就是河南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首席专家、第
二届“白求恩式好医生”获得者孟凡民。

醉心麻醉练“硬功”

1982年，孟凡民从原河南医科大学医疗
系毕业分配至河南省人民医院麻醉科，成为
一名麻醉医生。简陋的医疗设备、参差不齐
的人员队伍，面对这个“一穷二白”、不被毕
业生青睐的科室，孟凡民成了留在省医麻醉
科的第一个本科生。

抱着对医学事业的执着热爱，他扎根临
床、潜心钻研，只要有危重病人需要，他都主
动参与、随叫随到。“孟主任没架子，是他救
了俺的命！”70多岁的李大伯清楚地记得，
2005年 3月住院治疗时，他半夜突发呼吸道

大出血,憋得脸色铁青，情况十分危急。正在
病房照顾老父亲的孟凡民得知这一情况飞奔
过去，迅速对其进行胸部按压、清理气道，口
对口做人工呼吸，终于使老人转危为安。

遇到疑难复杂的重大手术，孟凡民连续
几天不睡觉，为了抢救病人甚至一个多月吃
住在医院。大量的病例积累使他获取了极为
宝贵的临床经验，业务技术得到快速提高。
他带领团队率先在河南开展了有创和微创连
续心排量监测技术、难度插管喉镜的应用、靶
控输注技术等，在困难气管插管、危重病人的
围麻醉期处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找准方向做科研

麻醉工作贯穿围手术期全程，如何最大
限度地确保患者安全？如何让病人享受到无
痛、舒适化诊疗？在临床工作中，患者的需
求、同行医生的困惑都成为孟凡民悉心琢磨
的对象。面对司空见惯的剖宫产手术中因患
者体位可能导致血压出现异常，他刻苦钻研，
自行研制产妇托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可有
效预防剖宫产术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降低
产妇及新生儿并发症。他还先后发表论文
100余篇，主编《围术期麻醉并发症及处理》等
专著，研发器具获国家专利1项，主持的项目
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

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也带动了科室科
研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1996年，孟凡民带

领的团队与肝胆外科紧密合作，为全省第一
例肝脏移植手术成功实施麻醉。从术前查
阅资料、制定方案，到术中、围手术期严密监
测，麻醉医生团队连续坚守了 60多个小时，
确保了围术期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最终
使手术获得了成功。在他的带领下，科室还
先后开展实施了多项新业务、新技术。

全省培训促提升

河南是全国的人口大省，但麻醉从业人
员数量还不能满足患者日益增长的健康服
务需求。基于省内麻醉水平远远低于北上
广等地的情况,2000年以来，孟凡民作为河
南省麻醉专业的学术带头人积极寻求解决
方案。2003年，在他的促成推动下，“河南省
麻醉质控中心”依托河南省人民医院麻醉科
成立，这里已先后举办了八期全省麻醉医师
专业质控培训班，培训专业麻醉医生 1000
多名, 使全省麻醉人才队伍逐步充实。

2005年，当选河南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
主任委员的孟凡民，带领全省麻醉医师队伍
积极加强对外交流、组织多场学术活动。特
别是 2006年，他积极争取到了全国麻醉学
术年会首次在河南召开，精心的筹备和会议
安排得到了全国麻醉界的一致好评。他还
努力促成了中华医学会麻醉分会将“TCI 技
术培训中心”及“吸入麻醉技术培训中心”设
在省人民医院。

心底无私天地宽

选择了做医生，就意味着没有过多的节
假日。为了让同事们过上团圆年,孟凡民连
续十几年包揽了除夕夜的值班；在历次爱心
捐助、无偿献血活动中他都走在前面，表现
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近年来，他先后把科室培养的优秀人才推
荐到临床重要岗位，把科室重任交给年轻的技
术骨干们。从这里先后走出了“省直机关十大
杰出青年”、现任麻醉科主任张加强，“中国医
师奖”获得者、省医重症医学部主任秦秉玉，

“国之名医·卓越建树”称号获得者、省医疼痛
科主任夏令杰……“培养人才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他们能够挑起大梁，给年轻人提供充分展露
才华的机会。”孟凡民说。

如今，省人民医院麻醉科已从 30年前
的十六七人发展成为拥有 176 名医护人员
的“大家庭”，各种先进医疗设备、各类最新
麻醉技术均与国际水平接轨，年手术麻醉
量超过 15万台，麻醉医生的脚步正在延伸
至全院科室，最大程度地为患者提供安全、
无痛、舒适化诊疗。作为科室发展变化的
领路人和见证者，孟凡民深感欣慰。30多
年来一次次的选择、一次次的坚守，他以实
际行动践行了“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大
爱情怀，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平凡岗位，一
心为民。

行业聚焦

名医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