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国内品牌影响力示范医院

影响河南突出贡献人物

特别贡献人物奖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胡盛寿（院士）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章锁
河南省人民医院 顾建钦
河南省人民医院 邵凤民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张小安
河南省肿瘤医院（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建功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邵金远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沙春阳
河南省儿童医院 周崇臣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袁义强
开封市中医院 庞国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州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洛阳市中心医院

影响河南优秀医院院长

■三级医院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郑鹏远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赵国安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翁孝刚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许金生
郑州人民医院 郝义彬
郑州市骨科医院 张业龙
安阳市肿瘤医院 徐瑞平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韩传恩
漯河市中心医院 王海蛟
驻马店市中医院 聂 勇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郭永昌

■二级医院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孙世龙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李安州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白建林
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 何宝杰
登封市人民医院 张国典
中牟县人民医院 白金娥
滑县人民医院 李凤垒
民权县人民医院 彭春峰
确山县中医院 王献伟
民权县中医院 任克林
郑州大桥医院 张大焕

■一级医院

郑州市中原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新巧
郑州市管城区南曹乡卫生院 李 炜
长垣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景祖
登封仁济中医院 郭光俊
民权县林七乡中心卫生院 赵立强
淮滨县马集镇中心卫生院 崔鸿鹤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力推进健康中原建设，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医院，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11月 3日，河南日报社下发文件，正式推出——改革开放40年·河南省卫生系统医院管理高

峰论坛暨影响河南优秀医院院长和突出贡献奖系列推选活动。

11月3日—11月26日，河南省卫生系统医院管理高峰论坛组委会影响河南优秀医院院长和突出贡献奖

评审组收到了来自全省各级医疗单位申报的材料。11月 27日—11月 28日，评审组对申报的167份材料进

行了资格审核。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现将入围单位（个人）名单予以公示，广泛接受社会各界评议。如有问题及

意见，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向评审组反映。

电话：0371—65795761

邮箱：hnrbjk@163.com

2018年 11月29日

■三级医院

河南省省立医院
驻马店市中医院
漯河市中心医院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二级医院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
郑州植得口腔医院

■一级医院

郑州市中原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垣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级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

郑州市骨科医院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医院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荥阳市人民医院
登封市人民医院
登封市人民医院
民权县人民医院
郑州济华骨科医院
郑州大桥医院
民权县中医院
滑县中医院
中牟县人民医院

放射介入科

新生儿科

儿童肿瘤外科
心内科
心脏大血管外科
国家胸痛中心
甲状腺外科
心血管外科

郑州院区功能检查科

脊柱脊髓病医院
眼科
康复医学科
烧伤诊疗中心

肿瘤医学部
卒中中心
肿瘤科
神经内科
口腔科
康复医学科
妇产科
脑病科
脑病三科
神经内科

项目单位 项目主持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赵 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立东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董建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陶海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 大
河南省人民医院 雷 博
河南省人民医院 王梅云
河南省人民医院 张杰文
河南省人民医院 张翠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张家强
新乡医学院 文建国
河南省肿瘤医院 葛 红
河南省儿童医院 梅世月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吴大鹏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张 平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张瑞岭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王长虹
河南省医学科学院 郭永军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永林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史继静
开封市中医院 庞国明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郭永昌

具有国内品牌影响力示范科室

影响河南科技创新项目

影响河南特色品牌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放射介入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远程医学中心
河南省人民医院 眼科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脑血管病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急危重症医学部
河南省肿瘤医院 血液科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儿科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肺病科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中心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脑病科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脾胃肝胆病科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心脏中心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部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烧伤中心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眼科医院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影响河南特色品牌科室

砥砺奋进40年 健康中原谱新篇

河南省卫生系统“影响河南优秀医院院长和突出贡献奖推选活动”入围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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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俊霞 本报通讯员 陈慧

医院对于老百姓来说，大多都是
“病了才来医，倒了才住院”。其实，医
院除了发挥治病救人的职能外，更需要
做的是把看病的端口前移，帮助老百姓
做好自身的健康管理。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郑州人民医院
在以郝义彬院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的
带领下，正在全力打造健康医学中心

“医防康”体系建设。
其中，为了更好地推动郑州市脑卒

中防治工作，郑州人民医院作为“脑卒
中防治基地医院”，于今年 3月正式启
动脑卒中高危人群免费筛查和干预项
目，有针对性地开始对 40岁以上居民
进行免费预约筛查。

截至10月，医院对近 7000人进行
了脑卒中筛查。筛查出的高危人群达
1500人，相当于 40岁以上的人群中，4
个人里就有1个属于脑卒中高危人群。

而这惊人数据的背后，大多数人都
对脑卒中无知、无措，究竟该拿这些脑
卒中高危人群怎么办？听听他们的故
事就知道了……

平时没有任何症状，咋
就成了脑卒中高危？

在筛查出的脑卒中高危人群中，有
个普遍现象：就是平时没有任何症状，
但最终却被筛查出了是脑卒中高危人
群。“我平时都好好的，怎么做个脑卒中
筛查，就成了高危？”很多被筛查出脑卒
中高危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郑州人民医院慢病管理中心张婵
表示，这些高危人群中，大都有一个共
性，那就是平时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
习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喜欢
高盐高脂饮食，平时感觉没啥，其实身
体已经发生了潜在的变化。”

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脑卒中病人
发病前都觉得自己身体很好，但他们不
知道，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有家族
病史、长期久坐不运动、抽烟喝酒、肥
胖、熬夜，是脑卒中的8大危险因素。如
果你也在8大危险因素里，那可能就是
脑卒中的高危人群，必须警惕了！

当然，究竟是不是高危，还需要到

医院进行筛查。目前，郑州人民医院从
今年3月份开始，持续有针对性的对40
岁以上居民进行脑卒中筛查，包括血
压、血糖、血脂、糖化血红蛋白、同型半
胱氨酸检测，对不同风险评级的居民还
将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颈动脉彩超、
心电图）。

64岁的李阿姨就在最近筛查中发
现了问题。“我平时没啥感觉，听邻居说
郑州人民医院有免费脑卒中筛查活动，
于是就到医院检查了。”

医院给李阿姨进行了抽血检查，发
现同型半胱氨酸检测结果偏高，再结合
其他检查，专家最后给李阿姨评定为脑
卒中中危人群。之后，李阿姨住院进行
药物治疗，大大降低了脑卒中的发病几
率，目前情况良好。

“这次筛查后，我才知道自己平时
生活习惯需要改变，比如低盐低脂饮
食、多做锻炼、按时吃药等。”李阿姨通
过此次筛查后治疗，感慨良多。“过去很
少关注脑卒中，觉得这种病离自己很
远，现在看来，这个筛查是做对了。”

脑卒中呈年轻化趋势，
有“120”症状要注意

在脑卒中筛查项目进行过程中，郑
州人民医院发现40岁以上脑卒中高危

人群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有抽
烟、喝酒的嗜好；有高血压、糖尿病史或
者家人有中风史；身体肥胖；高盐高脂
饮食习惯等。

“过去大家都觉得脑卒中都是五六
十岁之后才会发生的疾病，但现实是，
脑中风发病人群逐渐年轻化，很多刚
40岁就发生了脑卒中。”郑州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张淑玲说，脑卒中的年轻
化，跟压力大、生活不规律、不良饮食习
惯都有很密切关系。

“我平时总忘记服降压药，难受的
时候才想起来，听了专家的话，再也不
敢不按时吃药了。”

“回去我就戒烟，加强锻炼，我可不
想得病。”

“免费筛查同时还能学到很多中风
的知识，回家我得给我老伴讲讲，让她
来参加筛查。”

“我就是个例子，现在活动不方便，
要是早知道这些知识我也就不会得病
的。”

…………
这些是筛查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话，

当然，通过此次筛查，老百姓也确实更
加关注脑卒中，正确认识脑卒中，从而
提升自我防控意识。

另外，张淑玲特别提醒脑卒中中高
危人群，一旦有中风“120”症状，即1看

脸，出现嘴歪面瘫现象；2要看两只胳膊
和两条腿，突然出现胳膊没劲儿抬不起
来或腿走路打软；0是“聆”的谐音，出现
说话结结巴巴、说不清楚的现象，就要
赶紧拨打急救电话120就近诊治，因为
脑卒中发病 4.5 小时内是治疗的黄金
期。

“因为脑卒中死亡率、致残率和复
发率都很高，所以早筛查、早干预、早治
疗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一定要让老
百姓关注脑卒中、认识脑卒中，才能延
缓该病的发生，减少社会和家庭的负
担。”张淑玲说。

建立档案，让医院成为
百姓的“健康管家”

“过去都是患者围着医院跑，现在
医院真是围着患者转。”在此次脑卒中
项目中，有很多高危病人都有这样的感
慨。

83岁的陈阿姨身体也一直不错。
前段时间，她听说有脑卒中筛查，于是
就近找医院咨询，之后被推荐来到了郑
州人民医院。

来到医院后，接诊医生为陈阿姨建
立健康档案后，便对她进行了血压、血
糖、血脂、糖化血红蛋白、同型半胱氨酸
检测免费检测，因为陈阿姨说以前偶尔

有手麻、头部不舒服等症状，就给她进
一步做了颈部彩超，结果发现颈部动脉
狭窄，而且有动脉硬化表现。

“难怪我以前老是会头蒙、不舒服，
可算发现病根了。”陈阿姨说，以前就觉
得老了，毛病都出来了，但总体身体还
好，也就没当回事儿，这回多亏做了脑
卒中筛查，知道原来动脉硬化这么厉
害，真是没想到。

看着自己的检查结果，陈阿姨紧张
不已，最后当她听到专家说这病“可防
可控可治”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如今，根据陈阿姨的病情，郑州人
民医院医学管理中心的医生会定时对
她进行随访，提醒她按时吃药治疗的同
时，不断给出生活、饮食建议。“以前都
是我们有问题了找医院，现在医院定时
打电话关心我的健康情况，真的感觉很
不错。”陈阿姨说。

郑州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张健介绍，
针对筛查结果为高危人群的群众，经过
沟通大部分在郑州人民医院设立了健
康档案，专科医生会依据检查、检验结
果，给予针对性干预治疗，同时疾病管
理师会开展持续追踪随访，并进行生活
方式、用药等指导，定期提醒高危人群

进行相关检查，减少脑卒中的发生。
针对筛查结果为中危人群的群众，

所在筛查点将在筛查人员满12个月时
开展1次随访，了解并控制其相关危险因
素；针对筛查结果为低危人群的群众，将
由筛查点的医护人员对其生活方式进行
指导，并定期开展科普宣教活动，医院真
正成为了百姓的“健康管家”。

成立脑卒中病友俱乐
部，让百姓就医少走弯路

对于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健康管理，
郑州人民医院从来不是说说而已。为
了进一步提高群众对脑卒中的认识，不
久前，在郑州人民医院正式成立脑卒中
病友俱乐部，第一期活动的主题就是

“战胜卒中，再立人生”。
张健介绍，成立脑卒中病友俱乐部

目的是让大家就医少走弯路，能够面对
面的与专家沟通，了解疾病防治的知
识，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搭建
医患互动平台，服务广大的患者和朋
友，是郑州人民医院病友俱乐部始终坚
持的宗旨。

刘大爷今年 62岁，是脑卒中俱乐
部的成员。9月份参加了医院的脑卒
中筛查后，发现自己是脑卒中高危人
群，为了了解更多脑卒中防控知识，于
是就加入了脑卒中俱乐部。

“你别说，自从加入了咱们的俱乐
部，我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很大改变，不仅
我改变了，在我的影响下家人也改变
了。”刘大爷说，在俱乐部跟专家学了不
少健康知识，比如怎么吃，怎么锻炼，怎
么做好疾病预防。“我非让这高危的标签
去掉不行！”

据了解，脑卒中病友俱乐部成立短
短几周，就已经有 100多人加入，几乎
每周都有活动。

最后，张淑玲针对于脑卒中的防
治再次给予了中肯提醒。她表示，只
有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才是预防脑卒中的根本。预防脑卒
中，大家应从日常生活做起，低盐低脂
饮食、注意日常锻炼、戒烟戒酒不熬夜。

砥 砺 奋 进 40 年 健 康 中 原 谱 新 篇

助力脑卒中防治工作 医院成为百姓“健康管家”
——郑州人民医院“医防康”体系之脑卒中健康管理系列报道

郑州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张淑玲在耐心解答患者问题 郑州人民医院在为周边社区居民义诊，宣传脑卒中免费筛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