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曹萍

11月 27日早上八点半，初冬的天
气有些阴沉，室外的气温不足 10℃。
在位于郑州市城东路77号院内的一个
角落里，几张桌子前却热闹异常，挤满
了大爷大妈。原来，管城区城东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河南省人民医院
又来这里进行义诊了。

城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于
2009年，是全省唯一一家社会力量举
办的基层医疗机构，服务周边 10个社
区近6万人口，目前社区拥有医护人员
50余人，家庭医生签约团队10个。近
年来，中心积极探索服务模式，变等居
民上门为主动走出去，每周都会到管
辖社区进行健康义诊，并在全省首开
先河，从周边居民中招募了老年志愿
者加入到社区服务中来。

“来，坐这边，我给你量。”“大爷，
你到这边来。”在义诊现场，几个身穿
红马甲的老人穿梭其间，引导居民，维
持秩序，忙得不亦乐乎，这些“红马甲”
正是城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编
外人员”——老年志愿服务者。

“七点多就从家里出来了，去中心

拉东西、过来布置现场，忙得都出汗
了。”说话的是 65岁的志愿者耿花兰，
他们可没把自己当“外人”，每次义诊
都是忙里忙外，比做自己的事儿还上
心呢。成立近两年来，这支老年志愿
者队伍已逐渐壮大至近 20人，平均年
龄在 60 岁以上，年纪最大的已经 70
岁，宣传员、协调员、组织员，身兼数

职，每周的义诊活动都能看到他们忙
碌的身影，让那些前来义诊的老人感
到非常亲切。“领着俺们弄这弄那，就
跟俺闺女一样。”80多岁的张大妈拉着
耿阿姨的手说。“退休在家也没什么事
儿，平时都是社区中心的医生护士帮
助我们，我们也出点力，跟他们一块儿
去帮助更多居民，我们这是从百姓中

来、到百姓中去。”志愿者周大爷笑着
说，也是这些老人共同的心声。

“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招募志
愿者，没想到老人们都很积极，都很乐
意为居民做好事儿。”城东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负责人段贯英说，这些老人
都是附近社区的居民，他们的加入能
带动影响更多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到
社区来免费体检等，也更加拉近了我
们和居民之间的距离，更好地为居民
服务。

今年5月 19日是第八个世界家庭
医生日，天公不作美下起蒙蒙细雨,却
没有阻挡志愿者的热情，耿花兰阿姨
甚至带着小外孙女参加当天义诊活
动。“霜降世界义诊行，家庭签约在宇
通。医护志工共为民，和谐社区见行
动。”志愿者马安林每次活动后都要写
首小诗纪念一下；“义诊雨中情，穆哥
来鉴证。大雨割不断，送医到院中。
萌萌和张鸽，还有马兰玲。志愿好几
个，个个留美名。为了民康健，善举永
不停。”社区大夫李社昌主任也把义诊
中的所感所想写进了自己诗歌中。

城东路中心近年来连续被评为“郑
州市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南省
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示范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优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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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史
艳香）11月 22日上午，李家杰珍惜生
命基金定点合作医院授牌仪式在郑
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举行，由该基金
资助的“珍惜生命·健康梦想”贫困早
产儿及出生缺陷患儿救助项目也正
式启动。即日起，凡在郑大三附院进
行治疗的贫困早产儿及出生缺陷患
儿，经专家评估后符合救助条件的，
就医费用经医保合规费用报销的基
础上，每人最高可再获2万元救助。

“对于早产儿及出生缺陷患儿

疾 病 的 治 疗 ，越 早 干 预 效 果 会 越
好。”郑大三附院副院长王军介绍，
纳入本次救助范围的病种包括动脉
导管未闭、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
等常见先心病以及完全性房室间隔
缺损、主动脉狭窄等复杂先心病，还
有早产儿患有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
合征、新生儿感染、双胎输血综合征
等近 20个病种。

凡符合救助条件者，可到郑大三
附院小儿心脏医学科、新生儿科咨
询。

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姜方
方）11月 28日~29日，河南省中医药
健康文化知识大赛在郑州举行，来自
全省的35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

河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大
赛”是河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
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赛以“生
活处处有中医”为主题，围绕中医药
核心价值理念、《黄帝内经》等中医药
经典，以及《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
素养》设计比赛，向全社会宣传中医
药核心价值理念，培育、提升中国公
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此次大赛，来
自全省各地的 35支代表队 105位青
年中医药精英共聚郑州，在大赛中展

示中医药核心价值理念，引领全社会
中医养生保健风尚。

大赛由河南省中医管理局主办，
河南省中医院承办。本次大赛共分
初赛、复赛及决赛三个部分，初赛从
35支代表队中决出10支代表队进入
复赛；复赛中，10支代表队分为两组，
经过三个答题环节的激烈比拼，最终
6支队伍进入决赛；决赛环节，6支队
伍你追我赶、竞争激烈，不仅比拼中
医药健康文化知识，也比拼团队合作
意识。经过激烈的角逐，开封市代
表队获得一等奖，巩义和洛阳市代表
队获得二等奖，滑县、焦作市和信阳
市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马
昕茹 刘海军）记者 11月 28日获悉，
为全面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搭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律维权与沟通
交流发展新平台，近日由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牵头成立的“河南省医院协
会基层卫生分会”正式成立。

河南省医院协会基层卫生分会是
受河南省医院协会管理的二级分会，
是基层卫生组织和管理者自己的组
织，也是独立发挥行业性、学术性、非
营利性作用的社会团体，旨在服务于
基层卫生机构与管理者的社会平台。
省卫健委副主任谢李广在讲话中指
出，在深化医改的关键时期，面对基层
卫生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河

南省医院协会决定成立基层卫生分
会，正是践行以基层为重点的工作方
针、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具体行动，有
利于加强全省基层卫生理论研讨和经
验交流，有利于发挥专家、学者的智力
支持作用，有利于更好推动医疗卫生
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

河南省医院协会会长马保根对
基层卫生分会提出四点希望：一是熟
悉协会章程，加强组织建设；二是充
分利用平台，开展培训交流；三是顺
应时代潮流，积极开拓创新；四是加
强科普宣传，造福人民健康。

会议严格按照选举程序，选举出
了分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务
委员、委员及秘书。

本报讯（通讯员 黄洪勇）11 月
24日，由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河南省心理咨
询中心、《临床心身疾病杂志》编辑
部、新乡市社会心理服务中心联合主
办的“首届中原精神医学国际论坛暨
2018 年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年会”
在新乡国际饭店开幕。来自 5个国
家的 20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以
及省内外多家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
精神、心理专业医务工作者近千人参
加了此次论坛。论坛上，与会专家就
精神、心理和心身疾病领域最新、最
权威的学术动态及专业热点、难点问
题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讨论。

此次论坛集学术交流、继续教育
和规范化培训为一体，既促进了国内
外精神卫生、心理卫生、睡眠医学领

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又提升了
该医学领域专家们的专业技术水平
和科研水平。

据了解，“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
心身疾病专业委员会”也在开幕式
当天宣布成立。首届专业委员会委
员由 300余人组成，他们来自全省各
级综合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神经内
科、消化内科及精神、心理学科的负
责人和科室主任。该专业委员会将
会致力于躯体化障碍病因、流行病
学、诊断学、规范化治疗等方面的最
新进展知识的培训，帮助临床医师
提高相关理论知识水平，拓宽医生
的诊断思路，提高对该病的识别率，
使患者得到规范而系统的治疗，从
而塑造专委会自己独特的“心身合
一”品牌。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
仙者不可以为医。”我省精神卫生专
家、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
精神病医院）副院长王长虹一直将这
两句话谨记于心，从医33年来，在我省
精神卫生医疗、教学、科研、防治的一
线默默耕耘、奉献，不断学习、创新，时
刻践行着该院近 70年的院训——“厚
德博学、精医济世”。今年8月，王长虹
荣获了我省第八届“河南优秀医师
奖”，这是全省医师行业的最高奖项。

王长虹在读大学时就对心理学非
常感兴趣，198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河
南省精神病医院，开始了同精神卫生

事业一生的缘分。那个时候心理学还
是非常前沿的学科，刚到医院没多久，
王长虹就参加了中科院心理所开办的
心理学函授班，为日后开展精神卫生
领域的临床及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尤其作
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更需要有坚实、广
泛的基础医学知识，才能透过现象看
到本质，才能更好地解决患者的病
痛。”王长虹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
的。读大学时，学校开设的任何课程
他从不缺席；工作后，一边工作一边学
习，在获得正高职称多年后，又选择回
到学校攻读博士学位。

精神科医生常常要面对具有严重
心理问题的病人，不仅要医病，更要医
心。在临床工作中，王长虹以一颗真
诚仁爱的心去对待每一位患者，赢得
了广大患者的高度信任和广泛好评。

在王长虹的诊室门口，经常到下班时
间还聚集着一大批病人，他们都是慕
名而来。

除了临床，精神卫生领域的科研和
创新，王长虹一直在路上。王长虹每年
要进行20余项精神科医疗和护理新技
术新业务论证、近100次精神科疑难病
例查房、20余次全省三级医院间疑难危
重病例重大会诊，这使得他在精神科疑
难及少见病例方面形成了独到见解，取
得了很多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由他带领
创立的精神障碍的临床治疗程序、心理
治疗原则、认知行为干预技术以及自我
接纳量表等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2001年，王长虹根据多年积累的
病例及临床研究成果，主编《临床心理
治疗学》一书在全国发行，并多次再版，
得到国内外精神医学界同行的广泛认
可及好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渔邨教

授审阅了《临床心理治疗学》专著后指
出：该学术著作问世对心理工作者及广
大医务人员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对解决
临床及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心
理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多年的努力，王长虹受到多方的
认可，成为我省精神卫生领域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心理
卫生协会专家库资深专家等，获全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
201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心理卫生工作
者；王长虹还是中央电视台《走进科
学》首席教授，被人民网评为守护精神
健康的耕耘者。

精医厚德，仁者仁心。王长虹一
切的努力与坚守都是为了换来患者的
健康、减轻病人的痛苦。“医者仁心，医
生就是要奉献。”这个从医的初心，王
长虹始终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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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外科“无血手术”实现常态化

科学用血 确保手术患者安全

11月27日，城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省人民医院为社区居民义诊。

12月 1日，两个小朋友在郑州人民医
院第六期“家庭急救员”培训活动上学习急
救知识，当天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共
计4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在急救医生的
指导下学习了相关理论知识，并进行了心
肺复苏等实际操作，最后都获得了“郑州人
民医院家庭急救员”荣誉证书。

为了倡导全民急救意识，普及健康急
救知识，郑州人民医院于今年 8月开始开
展了“郑医好人教您急救”系列线下培训活
动，目前，已先后为中小学生、家庭成员进
行了急救培训 13期，受益人群达 1000多
人，此后还将陆续开展对于的哥、环卫工、
交警等的培训活动，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
苏、外伤包扎、气管异物的处理、溺水及烫
伤的预防及处理等。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张楚洋

“尽可能让患者术中不出血、不输
血，最大限度地降低治疗费用”。如
今，这种超前的血液管理理念早已根
植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河南省
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每一位医务人员心
中。近日，在该院专家们的不懈努力
下，他们完成了一项在业内看来几乎
不可完成的创举——8公斤以上的患
儿做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可以不输血！

这位幸运的孩子叫“贝贝”（化
名），目前只有 11个月大，患有一种严
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室间
隔缺损”。孩子体重只有 8.1 公斤，比
同龄孩子低、发育迟缓，这些问题成了
困扰贝贝父母最大的“心病”。

贝贝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就诊。面对如此复杂
的疾病和孩子幼小的年龄，专家回复，
只能采取体外循环开胸手术。

手术当天一早，儿童心脏中心主
任彭帮田早已更换好了手术衣，做好
了一系列术前消毒、清洗，来到专用手
术间，开始了这台富有挑战的高难度
手术。无影灯下，手术刀的每次游走
都能恰好避开重要血管，手术线的每
次缝合都严丝合缝、恰到好处。

一个半小时后，手术主要步骤顺利
完成。经食管心脏超声验证，心脏畸形
矫正完美。整个手术过程未使用任何外
源性血液制品，“无血手术”顺利完成。

实施“无血手术”，对于难度高、风
险大的心外科手术来说，难度可想而
知，需要麻醉科、体外循环、输血科、重
症监护室等科室的通力协作。这其
中，还要得益于医院体外循环副主任

杨雷一、李建朝等对设备和技术进行
了一系列重要创新。

为了更加适合体重较轻的患儿，医
院体外循环团队对体外循环设备进行
了创造性“改装”，使得膜肺更加“迷你
化”，管道更短、管子更细，“预充”量大
大降低。此外，专家们还使用了“血液
回收系统”，把手术过程中视野可见的
渗血回收吸入到机器中，然后经过改良
后的超滤设备，把血液有效成分浓缩
后，重新再输入患者体内。

更值得一提的是，医务人员甚至
把手术过程中所用纱布上吸收的血也
进行洗脱、浓缩，然后再回输到患者体
内，真正做到了每个红细胞都“颗粒归
仓”，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尽管临床上常常用输血作为救
治严重创伤、严重贫血和大量出血患
者快速有效的救命手段，但我们必须
认识到，输血不但会增加患者住院费

用，而且还存在溶血、感染和过敏等风
险。”输血科副主任梁玉说道。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血液管理
理念的转变，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制定了严格的输血管理制度，越来越
多的心外科手术实现了无血操作，越
来越多患者从中受益。

“实际上，从患者入院开始，血液管
理理念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第一
步，术前检查现在是由医务人员抽取‘微
量血’法完成的；第二步，制定严密手术
方案，实施精细化手术，最大限度减少术
中出血；第三步，最大限度地回收并回输
术中渗血。”彭帮田主任告诉记者。

近五年来，河南省儿童心脏中心已
成功实施了 1000余例“无血心脏外科
手术”，无血心外科手术比例达到39%，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无血手术”已
成常态化，堪称血液管理领域的“标
杆”。

医学前沿

□本报记者 曹萍

名医风采

本报讯（记者 王平）12 月 3日，
记者从河南省人民医院获悉，近日在
北京举行的“第十五届亚澳麻醉学术
年会暨中华医学会第 26次全国麻醉
年会”上，该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
被授予“围术期超声河南培训示范基
地”。这是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超
声学组在全国授予的三个围术期超
声省级培训示范基地之一，也是我省
唯一入围该培训基地的医院。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超声作
为重要的医学可视化技术，日益受
到医学界的重视，尤其是作为麻醉
医生的“第三只眼”，超声在急危重
症患者病情的快速诊断和救治中发
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刚刚在全
省麻醉学领域实现首个临床学科更
名的省人民医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

科，近年来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居于
国内领先水平的经食道超声术中血
流动力学监测技术、床旁即时超声
技术、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及动静
脉穿刺技术，打破了传统依靠解剖
标志及经验实施“盲打”的麻醉穿刺
方式，大大提高了麻醉技术的精准
性与安全性。

“‘围术期超声河南示范基地’的
落户，不仅是对我们开展可视化技术
的认可，也是推动整个河南可视化技
术的里程碑。”省人民医院麻醉与围
术期医学科主任张加强表示，今后我
们将利用这一新平台、立足这一新起
点，持续办好围术期超声培训，为带
动提高全省及中原地区围术期超声
应用能力献智献策，为围术期麻醉及
手术安全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