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冰

在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有一位戴着
耳麦式扩音器为患者服务的医生，他叫
龙治华。

龙治华在工作上极其的负责任、对
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对群众极其的热
忱，美名传遍天中大地。

龙治华，驻马店市中心医院神经内
一科主任，主任医师。1984年毕业于
河南医科大学，同年分配到驻马店市中
心医院工作。从成为医生的那一刻开
始，龙治华就立志做一位白求恩式的大
夫。

35年来，他不忘初心，坚守最初的
誓言，几十年如一日地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千方百计解除病人痛苦，竭尽全
力挽救患者生命，成为无数患者心中的
仰仗，成为医疗卫生行业学习的模范。

尽职尽责 坚守医者天职

神经内科病人大多起病突然，全方
位关注病人的情况给予及时有效的治
疗，将对病人的愈后产生较大的影响。
出于对每一位患者负责的态度，不管患
者是干部、工人、农民，也不管患者衣着
是否光鲜，龙治华从来都是严阵以待。

“亲口”“亲手”，是龙治华对患者最
基本的问诊方式。

在龙治华任住院医师时，一位电工
患急性心肌梗死在龙治华所在的科室
进行治疗，因病情复杂，龙治华就整天
坚守在患者身边，严密观察病情变化，
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经过三天两夜的全
力救治，病人病情逐步稳定好转，没有
任何并发症发生。

出院时，这位电工紧紧拉住龙治华
的手说：“谢谢龙主任，要不是您，我这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可咋弄。”从那以后，

这家人每有身体不适就找龙治华。“能
把咱病人的事当成事，这龙主任的心可
和咱连着呢！”电工的老父亲每每提及
都是赞不绝口。

“谢谢啦，救命恩人。”一日，龙治华
在街上遇到一位老人，这老人抱拳向他
表示感谢。原来几年前，这位老人的女
儿患病毒性脑炎，在龙治华的精心治疗
下完全康复，现在已经顺利完成了学业。

这样的病例举不胜举。每每有患
者上门致谢，不善言辞的龙治华往往只
有一句话“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医生该做
的事”。这句话是龙治华对医生这个职
业最朴素的注解。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因为责
任，因为执着，所以龙治华选择坚守。

医者仁心 甘于无私奉献

“祖国培养了我，我要用自己的知
识回报祖国。”龙治华如是说，也是这样

做的。
2003年“非典”肆虐时，他作为驻

马店市第一批下基层帮助指导防控疫
情的医务人员，全程参与了疫情的防
控，因表现突出被誉为抗“非典”勇士。

多年以来，他坚持下乡义诊，积极
参加“送医进社区”“健康扶贫”等志愿
服务。2017年，在参加“献礼十九大，
共铸中国心”健康扶贫阿坝行公益活动
中，龙治华年近九旬的老父亲病危住
院，学医的他顾不上回来亲自照看父
亲，一直到活动结束才匆匆赶回来到父
亲的病榻前……

2017 年，龙治华突然出现声音嘶
哑讲话困难的情况，经多方诊治仍不能
确定病因，也未能有效治疗。为了能够
与患者正常交流，为了科室承担的脑卒
中筛查、多学科会诊等重大任务有序进
行，龙治华就戴着耳麦式扩音器工作，
被患者形象地唤为“耳麦医生”。

从医 30多年来，为保证医疗技术
与国内领先同步，龙治华不断学习积
累，先后到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广
州珠江医院神经介入科等进修学习。
在搞好临床工作的同时，他潜心科研，
先后发表医学论文 20多篇，编写医学
著作二部，获得市级科技进步奖七项。
在龙治华的带领下，龙治华团队业务水
平不断提高，极擅长处理一些复杂的专
科问题，避免了许多误诊误治，为神经
内科病人的科学救治竖起了坚实的医
疗屏障。

龙治华从医以来全心全意的付出，
被同事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的医务人员，被同事们亲切
地称为救死扶伤的“孺子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龙治华先后
荣获驻马店市劳动模范、第七届河南优
秀医师奖、驻马店市第九届拔尖人才、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文明服务标兵”“十

佳医生”等荣誉称号。并兼任河南省医
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省医师协会神
经内科分会委员、省医学会脑卒中分会
委员、河南省脑卒中学会理事、驻马店
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驻
马店市物理与康复学会副主任委员、驻
马店市老年医学会副主任委员、驻马店
市中西医结合脑卒中学会副主任委员
等职务。

天中大地救死扶伤的孺子牛
——记驻马店市中心医院神经内一科主任龙治华

图片新闻

健康│062019年3月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闫良生 编辑 王俊霞hnrbjk@163.com

本期关注

3月 19日，修武县卫健委召开乡镇卫生院院长座谈会，
谋划全县卫生健康工作，对下一步如何引领医院向纵深发
展、培养医技人才、提升服务能力等工作进行了交流探讨。

会议指出，全县卫生健康工作要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
康”理念，切实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领导，为更好推进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抓住“群众满意”这个检验标
准，深入开展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大力开展“互联网+医疗健
康”服务；进一步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强化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医疗安全责任，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全方位保障好群众
健康，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卫生健康需求。 （李峰）

修武县精心谋划全县卫生健康工作

——我省卫生系统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并对首届“医德医风标兵、模范”进行表彰

行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党风廉政与行风建设必须
持之以恒

会议指出，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非常突
出的地位，深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通
过多种形式，不断推动学习贯彻往深处
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全省卫生健康
医务人员首先要提升政治站位，并把讲政
治和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用实际行动
讲政治。作为卫生健康行业的人员，在从
医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百姓需求、百姓利
益放在第一位，严格遵守“八项规定”与

“九不准”。阚全程在讲话中说道：“我在
郑大一附院的时候，医院的每一台电脑桌
面就是‘九不准’，每个卫生健康行业人都

应该能马上背出来、时刻记心上。”
会议指出，严管才是厚爱，党风廉政

建设和行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不能松劲、
不会松懈，特别是卫生健康行业这种百姓
关注度高、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
更应加强自律。

我省卫生系统行业作风持
续向好

2018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系统在省
委、省政府和国家卫健委的正确领导下，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新时代卫生健
康工作方针，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持续提升健康服务能力，切实解决当
前卫生健康行业中损害行业形象、侵害人
民群众卫生健康权益的突出问题，推动卫
生健康行业风气持续向好。

为加强医用耗材监管，整治在高值耗
材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河南省卫健委

出台了《高值医用耗材使用“双十”制度管
理》制度，在全省医疗机构全面实施高值
医用耗材“双十”制度管理，有效遏制耗材
使用不正之风，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
医用耗材使用规范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2018年 9月，国家卫健委在上海召开的全
国公立医院行风建设现场会上,黄玮巡视
员代表我省作了典型发言。

会议指出，2019 年全省卫生健康系
统行风建设工作的重点是全面加强卫生
健康行业作风建设，深入开展民主评议医
院行风工作以及建立健全卫生健康行风
建设的长效机制等。还要通过各种举措
减少百姓就医的自费费用，切实减轻百姓
负担。比如通过大力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从考核药占比升级为严格限制辅助治疗
药物使用，做到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
用药、规范收费。

树立标杆，弘扬传播正能量

会议要求全省卫生健康医务人员都

要进一步增强奉献精神，提高医德医
风，恪守文明行医，树立卫生健康行业
良好形象，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原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并对 2017—2018年度“群
众满意医院”及首届“医德医风标兵”“医
德医风模范”等民主评议工作中涌现
出来的服务质量好、行业作风优良、群
众满意度高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
表彰。

“医德医风标兵”获奖代表、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学科学术带头
人丁樱说：“医疗行业是一项悬壶济世、治
病救人的崇高事业，医生的信仰，就是病
人的希望。也正基于此，我不忘初心，在
医生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凭着对生命的尊
重与珍爱和对患儿及其家人尽心尽责的
理念，日复一日奋战在医疗一线。”

“医德医风标兵”获得者、郑大一附
院综合 ICU主任孙同文作为获奖者代表
宣读了倡议书，表示会在今后的工作中
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再接再厉，再创
佳绩。

近来，到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检查胃的患者比较
多。很多患者称自己每次吃不了多少饭就感觉很撑、胃胀得难
受，为此，体检中心赵雅丽大夫专门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食疗方。

原料：山楂片9克，芡实12克，炒麦芽9克，薏仁9克，瘦
肉150克，红糖适量。

方法：瘦肉洗净切片，各药装入纱布袋一起放入砂锅，加
水适量，旺火煮开，再用文火煮至肉熟，去药袋，加调料和适量
红糖即可。

用法：早晚餐前温服1小碗。
功效：健脾胃，助消化。 （张亚薇）

助胃健脾汤

很多人对于自己的便便很少关注，但事实上，便便是否
成形，和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王某今年30岁，大便不成
形 2个月有余，后找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
张仲景国医馆特聘专家杨国红主任问诊。

杨国红对王某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初诊见：大便
稀 2月余，伴腹痛，腹胀，便前腹痛，泻后痛减，大便不成形，
受凉后易打喷嚏。舌淡红有齿痕苔白，双关脉弦细。经一番
望闻问切后，综合辨证为：脾虚肝旺，应以补脾柔肝、祛湿止
泻为主要治疗原则。遂开处方：痛泻要方合参苓白术散加
减，15剂，颗粒剂，日一剂，温水冲服，分早晚两次。

复诊：自述大便已成形，腹胀、腹痛、腹泻明显减轻，舌红
苔薄白，脉细。处方：在上方基础上加砂仁、炮姜炭等药材若
干，7剂，颗粒剂，日一剂，温水冲服，分早晚两次。后来电反
馈，一切尚好。

杨国红主任介绍，正常人的大便应当成条、光滑、颜色稍
黄，无脓血黏液、无腥味，排便时通顺，便后畅快。如果您的大
便每次都是不成形的稀糊便，就必须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大
便不成形可引发营养不良、贫血、免疫力低下等，所以在此提
醒广大市民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呵
护肛肠健康。 （王欣）

大便不成形？警惕身体出问题！

中医养生

3月 16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成立暨第
一次会议在郑东院区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担任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由 17名院士及中华医学会主委、副主委等国内知名专家组
成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将在医院各
项学术事务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致力于提高医院学术
质量，促进医院科学发展。

在学术委员会讨论环节，与会院士、专家对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
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加强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的结合，
着力解决临床实际需求；立足河南及中原实际，开展特色病
研究、诊疗；不断强化优势学科，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探索医
工、医理交叉融合途径，增强科技创新动力与活力；完善人才
奖惩机制，激发青年医师创新活力；坚持医教研协同发展，培
养名医、名师、名科；挖掘现有数据资源，强化医学大数据建
设、管理和应用；坚持医术与学术并重，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和
学术水平；明确发展路径，脚踏实地推动医院实现华丽转身；
发展先进文化，打造医院核心竞争力等。

据悉，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是院内最高学
术机构，统筹行使医院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
职权。学术委员会由院学术委员会、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委员
会两级结构组成，院学术委员会指导监督执行委员会负责研
究讨论全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等
方面的重要学术事务及师生学术行为规范等事项。

(曹咏 周厚亮)

郑大一附院学术委员会成立

新闻速递

为贯彻落实
国家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分级诊疗和
双向转诊相关政策
要求，郑州颐和医
院自开诊以来已与
郑东新区 80 余家
诊所签订医联体合
作协议，与多个县
市级医院建立专科
医疗联盟。图为郑
州颐和医院社区医
疗联盟门诊暨河南
职业技术学院医疗
服务中心于3月14
日正式揭牌。

（邢璐）

近日，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市教科文卫体工会联合举
办了焦作市医院感染预防控制技能竞赛活动，60余名医务人
员参加了职业暴露后的局部处理、血液/体液溅洒处置等项目
的比赛。 （王中贺）

●● ●● ●●

3月 19日，2019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党风廉政暨行风建设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对2018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党风

廉政与行风建设工作进行了总结，对2019年的工作要点进行了阐述。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河南

省纪委党风政纪监督室主任孙玉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纪检组长李刚，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孙德中出席会议并

讲话。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巡视员黄玮主持会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领导、各处室代表及全省卫生系统代表300余人参

加了会议。

会上对评选出的2017—2018年度“群众满意医院”及河南省首届“医德医风标兵”“医德医风模范”进行了表彰。

▲

▲

医务人员是人民敬仰和信赖的

“白衣天使”“健康卫士”，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

长期以来，我们牢记为人民健康服务

的宗旨，忠诚坚守着医者仁心的人生

信仰，忠实履行着救死扶伤的神圣职

责，为保障人民健康、维护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为

捍卫医学尊严，维护白衣圣洁，郑大

一附院综合 ICU主任孙同文代表获

得医德医风标兵、模范荣誉的同志们

发出如下倡议：

我们将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

的健康服务为宗旨，做好卫生健康事

业改革与发展的“主力军”，持续发扬

“大医精诚、大爱无疆”的博爱精神，

牢记自己“人民医生”的身份，不忘初

心踏征程，仁心仁术佑健康。自觉做

到重医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强医

术，悬壶济世、术精岐黄；正医风，不

炫虚名、惟期博济；守医规，洁身自

好、拒腐倡廉；和医患，善于沟通，尊

重病人，竭力塑造新时代医务人员的

良好形象，光大我们医者品质，为优

化医疗卫生行业环境，为保障广大人

民的身心健康而奋斗终生，永不止息!

倡 议 书

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 闫良生 常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