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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医卫快讯

3月 30日，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百名医学专家精准健康扶贫行”（河南站）启动仪式在驻马店市举行。启动仪式上，中国研

究型医院学会与驻马店市卫健委签署合作协议，将根据驻马店市健康扶贫工作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长期的技术帮扶工

作，最终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专家团队”。

近年来，驻马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尤其是健康扶贫工作，将其作为全市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为国内优

质医疗资源的持续引入和“互联网+”健康扶贫模式的思路形成、试点应用、全市推广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政治保障。

□本报记者 李冰 本报通讯员 常平

政府主导统全局
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引入

驻马店市现有贫困户 5.46万户、11.69
万人，其中因病致贫返贫2.84万户、6.22万
人，占贫困人口总数的 53%。健康扶贫仍
然是驻马店市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

驻马店市委、市政府紧密落实中央、省
委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安排部署，为实
现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减存量”“控增量”的
阶段性目标持续发力。

此次，与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合作，是
在驻马店市政府主导下，以提升驻马店市
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为目标，从源头上遏制
因病致贫返贫的惠民力作。

当日，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国研究型医
院学会骨科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眩晕
医学专业委员会的 19位国内一流医学专
家分别来到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和平舆县人
民医院开展学术讲座、疑难病例分析，手
术、查房、门诊示教系列活动，当地闻讯而
来的近200名群众直接受益。

政策机制双驱动
健康扶贫工作系统推进

2018年，驻马店市政府在国家卫健委
和工信部的指导下，积极推动“互联网+”与
健康扶贫深度融合，全力构建“一网一轴四
纵”工作模式，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有效破
解健康扶贫难题。

“一网”就是在市级区域医疗卫生信息

平台的基础上，驻马店市 4家三级医院、27
家二级医院、163家乡镇卫生院通过专线接
入，2547家村卫生室通过“互联网+VPN”
接入卫生信息专网，形成一个全市范围高
速运行、互联互通、高效共享的移动智能网
络。“一轴”就是通过利用“云计算”，全市医
疗机构进行数据交换，建立形成贯穿个人
生命全周期的健康数据轴。目前，驻马店
市级健康信息平台已完善 430万居民健康
档案信息，诊疗数据记录 1864 万条。“四
纵”就是在“一网一轴”基础上，建立远程医
疗到村、在线慢病管理到户、医学教育与健
康促进到人、移动智能医疗到病等四个纵
向的工作模式。

通过实施“一网一轴四纵”，可计量的
信息化建设为健康扶贫工作的精准开展提
供基础数据支撑。

与此同时，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为主线，组织实施了开辟就医绿色通道、实
施大病集中救治行动、开展三级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实行“一站式”结算和“先诊疗后
付费”、新一轮服务能力提升建设等健康扶
贫“五大工程”，构筑了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大病保险补充保险、医保救助、民政救
助等“五道防线”，从政策、机制和资金等方
面为“减存量”“控增量”提供根本保障，让
贫困群众放心看病、看得起病、看得上病。

2018年，在全省脱贫攻坚上半年考核
中，驻马店市综合成绩位居全省第一。驻
马店市“互联网+”健康扶贫模式有力推动
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促进分级诊疗制
度建立、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和医疗
服务整体效率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健康扶
贫成效显著。

驻马店市“互联网+”推动健康扶贫工作扎实开展
——“百名医学专家精准健康扶贫行”（河南站）成功举行

普及救护常识 提升救护能力

为了普及学校老师的卫生救护常识，提高他们的应急
救护能力，近日，郑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郑州市文化
路第一小学，为该校教师举行了一场应急救护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围绕现场创伤救护（止血、包扎、骨
折固定、搬运等）、意外伤害的相关救护等展开讲解，使老
师们初步掌握现场急救的基本技能。最后，参与培训的
老师进行了理论和实践考试。 (张真真 沙俐)

温馨提示

42岁的陈女士就诊时一脸痛苦。
“我前天晚上睡到凌晨一点多，脖子突

然疼得受不了，门口的诊所大夫说是肌肉
痉挛，但吃了他开的药还是疼，我就到街边
的按摩店按摩，回家还用热水袋敷，结果疼
得更厉害了，连头都抬不起来。”

河南省中医院骨科二病区副主任医师
王勤俭先为她号脉、看舌苔，又仔细检查了
颈椎，突然问：“你这几天是不是怕风怕
冷？”陈女士惊讶地说：“对啊，我以前从不
怕冷，可这几天不敢见风，出门都得多穿件
衣服。”再一检查，王勤俭发现她喉咙红肿，
一问，她的嗓子已经疼好几天了，当即让她
查血常规，结果显示：白细胞偏高。

“您脖子疼，不是得了颈椎病，而是着

凉感冒引起的。回去买点感冒药，吃完睡
一觉，过几天就好了。”

明明是颈椎疼，为啥说她感冒了呢？
王勤俭教授说，《伤寒论》明确提到，太阳之
为病，脉浮，头项僵痛而恶寒。用大白话解
释，就是说如果受寒感冒了，后脑勺连着脖
子又僵又疼，还有点怕冷。

“通过号脉，我发现她的脉都浮起来
了，一问，她说怕冷，我基本判断她的脖子
疼是感冒引起的。但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就让她查了血常规，最终证实了这一点。
这也从侧面说明，古人在没有先进仪器的
前提下，通过观察思考总结出的中医经验，
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临床。”

那么，从西医角度怎么解释这种情

况呢？
陈女士血液中的白细胞值偏高，说明

体内有炎症。而她的咽部确实红肿、嗓子
疼，炎症会沿着筋膜软组织向枕部浸润，逐
渐扩大范围，最终刺激到局部神经，如枕大
神经，引起相应支配区域疼痛，所以陈女士
才误认为颈椎出了问题。

王勤俭说，如果是感冒引起的脖子疼，
只是暂时的疼痛，即使不予理睬，只要感冒
一好，脖子就不再疼了；如果是颈椎病，不
仅脖子疼，往往还伴随头痛头晕、上肢麻
木，甚至心律不齐、心慌胸闷等情况。所
以，如果脖子疼，一定要尽早到正规医院由
专业医生确诊，盲目自行处理，不仅延误病
情，还可能导致其他后果。 （张羽飞）

脖子疼一定是颈椎病吗

结婚5年 31岁的小韩（化名），3年前小两口将备孕计
划提上日程，但不幸的是，小韩首次怀孕遭遇了胎停孕的
噩梦，后行人流术排出胚胎，半年后，夫妻双方在医院进
行多方面检查，结果均正常，但小韩仍不敢尝试备孕，怕
再次遭受打击，经朋友介绍，找中医调理。经河南省知名
妇科专家、张仲景国医馆特聘教授谢文英精心调理半年
后，小韩怀孕，HCG翻倍正常，孕酮偏低，B超确诊为正常
受孕，又经保胎治疗，现顺产健康女婴。

据谢文英介绍，经过综合辨证，小韩为气滞血瘀，肝
肾不足，应以活血调经，滋补肝肾为主要治疗原则，共开
了三剂药方。

备孕阶段药方：柴胡、当归、赤芍、丹参等多味药材，7
付，水煎服，日一服，早晚分服。一周后复诊，调整药方
为：熟地黄、枸杞子、酒萸肉等多味药材，7付，水煎服，日
一服，早晚分服，调理6月余。最后给予保胎治疗药方：生
晒参、竹茹、姜半夏、炒枳壳等多味药材。

谢文英说，不孕症是困扰育龄期妇女的第一大难题，
发病率逐年升高，已经影响到人类的发展与健康。中医
认为受孕的基本条件在于肾之精气盛，而肾中精气亏虚
是不孕症的基本病机，同时也应结合现代医学性腺轴中
女性卵巢周期变化的 4个阶段来调经，使肾中精气充足，
月经调和，胞宫得养，继而受孕。 （王欣）

3月 30日 10:02,一名 73岁房颤快心室率合并脑梗
的患者经直升机空中救援通道从濮阳市油田总医院转运
至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神经 ICU抢救。当时患者病情非
常危急，该患者心率一直在 130次/分以上，极易引发心
衰，猝死风险较大。经空中救援通道快速转运，为患者抢
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月 28日，一名糖尿病合并急性心衰、肾衰、肺部及
下肢感染的71岁老人也是经空中救援转运至郑大一附院
EICU进行抢救，患者最终转危为安。

郑大一附院畅通的绿色通道、完善的陆空救援体系、
专业的急救团队保证了急危重患者的安全。3天 2例，代
表着航空救援日常化和我省空中转运急危重症患者能力
的提升，彰显着我省基于区域医联体构建急危重症患者
上下联动安全转运模式的高水平实施。 （闫良生）

三天两例 我省空中转运危重患者能力提升

反复胎停 查明病因对症治疗是关键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治病救人，防盲剔苦。
——赵春柳

这句话是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斜视
与小儿眼科医生赵春柳在上班第一天给
自己写下的座右铭。

从1998年从事斜视与小儿眼科工作
以来，这句话就激励着赵春柳对每位患者
负责，鞭策着赵春柳在斜视与小儿眼科医
学领域不断求索。

赵春柳一直以一颗坦诚之心面对每
一位患者，始终怀着医者父母心的职业操
守对待每一位病人，尤其是对待家庭贫困
的患者，她都及时地对他们伸出了援助之
手，给予了他们温暖与关爱。

“看”得到的坚守
治病救人防盲剔苦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赵
春柳每天要接诊很多患者，他们中有的来
自繁华的都市、有的来自贫瘠的农村，他
们的知识层次和经济差异很大，但她对待
每位患者都一视同仁，始终以和蔼可亲、
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面对每一位患者，不
急躁、不推诿，专心看诊每一位患者。

因就诊患者多为一些低龄儿童，他们
的就诊配合度不是很高，为了提升患儿的
就诊配合率，赵春柳利用闲暇时间学习了
儿童行为心理学，将其应用于临床，受到
了就诊患者与家属的一致认同。其中赵
春柳所采用的注意力诱导法，很受患儿欢
迎，她用时下孩子们都喜欢的卡通视标吸
引患儿的注意力，配以远方放置的卡通玩
偶引导患儿注视，同时再配以亲和力极强
的肢体语言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再辅以细
致入微的安抚，找她就诊的患儿非常多，
他们都称她是“卡通医生”。

因就诊对象大多为学龄儿童，周六、
周日的就诊量非常大，特别是在寒暑假期
间，更为忙碌，此时，延时下班和吃不上午

饭都是常事，但她从不因这种情况，而慢待一位就诊患
者。她说：“对每位前来就诊的患者，我是他们就诊的第一
位医生，也是能为他们解除病痛的希望，只为这份信任，我
把每位就诊的患者，都视为我的第一位病人，我要以最饱
满的精神状态来面对他们，给出正确的诊断和合理的切实
有效的治疗方案。”

“树”得起的榜样
以德为先默默奉献

德为医之本。
那是一个寒冬。13:10，赵春柳刚结束了紧张忙碌的

门诊工作回家吃饭，在医院大门边的小吃摊前，一阵啼哭
声吸引了她的目光，原来是她今天上午看诊的一位弱视
低龄患儿在哭闹，孩子妈妈正紧锁眉头哄劝着。于是她
走上前去问询。衣着简朴的妈妈为难地说：“来郑州看病
时走得急，带的钱不多，看完病，钱就剩的不多了，只给孩
子买了吃的，我还饿着肚子，可是孩子想多买几个包子
带回家吃，可买了包子，俺娘俩回家的路费就不够了。”
看着孩子妈妈左右为难，赵春柳心里一酸，马上掏出 100
元钱递给她说：“天冷，你也不能饿着，孩子这样一直哭，
冷风一吹，再添别的病就麻烦了。”看着赵春柳手里的钱，
孩子妈妈坚决推辞不要，她笑着说：“相逢即是缘，你还有
那么远的路要赶，吃不饱饭，你怎么把孩子平安地带回家
呢？”真挚的语言，温暖了孩子妈妈的心，绘出了一幅和谐
医患图。

后来经过多次治疗，小患者的眼睛痊愈了，这位孩子
妈妈特意向赵春柳要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并感激地说道：

“赵医生你心好，技术高，俺一家人都忘不了您的恩情。”
技为医之魂。
一位7个月大的婴儿，右眼被确诊为新生儿泪囊炎，但

两次手术都没有解决问题，其父母四处求医找到了赵春
柳。赵春柳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只用了四分钟就顺利
完成了手术。她轻柔的手法使孩子不但没有哭泣，手术之
后，孩子的眼角和鼻腔也干干净净没有出血。经术后几日
复查，症状消失，彻底治愈。

4岁的小儿斜视患儿，在她的精心治疗下，痊愈了。
8岁的假性近视患儿，在她的引导下，视力恢复正常。
10岁的近视患儿，在她制订的用眼方案治疗下，一年

半视力未再降低。
5岁的眼眶病患儿，在这里康复。
……
身边的榜样赵春柳，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她的

善举，她的医术，被省会多家媒体报道过，以切身行动诠释
着医者的追求与博爱。

“医乃仁术，大医精诚”是赵春柳在工作岗位上始终坚
守的职业信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了她
的职业操守，为做一名患者信任、业务过硬的“健康守护
人”，她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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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冰

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技不在高
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

驻马店市中医院肺病科主任刘中友刚
刚步入不惑之年，却以精湛的医术和“见彼
苦恼，若己有之”的医者仁心，誉满天中。

刘中友，驻马店市中医院肺病科主任、
副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2010年毕业
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驻马店
市中医院工作。现兼任驻马店市仲景学会
理事，驻马店市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理事。

“我不后悔当医生”“我不后悔学中
医”，这是刘中友时常说的话。

“不后悔”，是因为他对于医学始终如一
的热爱，“不后悔”是因为他面对患者时那一
份感同身受的情感，“不后悔”是因为他不忘
初心的坚守成全了极负责任的自己。

学贯中西 不负医者使命

2010年，驻马店市中医院肺病科因成
立较晚人才短缺、设备落后，科室诊疗水平有
限。刚毕业工作的刘中友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作为该科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以解除患者
病痛为己任，在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全面
引进现代医学先进医疗技术，陆续开展了支
气管镜、CT引导下肺活检穿刺、肺部感染灌
洗、肺癌介入等技术，以中西医结合的突出优
势迅速在驻马店市医疗界声名鹊起。

“能中则中，能西则西。”刘中友说，“治
病应摈弃中医、西医之分，集中西医学之优
势为患者谋健康。”

在坚实地掌握现代医学诊断和治疗的
基础上，再结合使用中医学治疗，这是中西
医结合的精髓所在。长期以来，刘中友积

极学习、掌握国内外最新医疗技术，结合中医理论及时应
用于临床，持续为肺病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他擅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咳嗽、习惯性感冒、肺
炎、支气管扩张、肺气肿、心衰等疾病，同时精于运用气管
镜进行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他充分发挥中医药
在“治未病”和“增效减毒”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广泛用于养
生保健以及肺气肿、支气管扩张、心衰等很多慢性病、反复
发作疾病的治疗中。通过刘中友所开中药的调理，很多疾
病发作次数减少甚至不发作，很多吃饭、上厕所就会喘的患
者渐渐的不怎么喘了，甚至还能走上几千米路。

“中医简、便、验、廉有其他医学无法取代的地位和优
势。”刘中友特别提到。

他善用经方，在传承古方的同时又能察色按脉，临证
活辨，创出新方，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疗效。曾经有一位
老年患者，送到医院时已是油尽灯枯的状态，滴水不进，刘
中友针对他的症状配了不到 4元的中药，患者服用后 6小
时可以自行进食。

十年磨一剑。通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刘中友在临床中

可谓“学贯中西”。

至精至微 诠释医者仁心

患者李梅兰（化名）是刘中友工作后收治的第一个住
院病人。已年近80岁高龄的她因患有肺心病、高血压、冠
心病、心衰、双膝关节腔积液等疾病，需要常年反复多次住
院治疗，不间断地服用药物控制症状。李梅兰晚年丧偶，
子女因工作及其他特殊原因不在身边，常年一个人独自居
住，缺人照料。

当刘中友了解到老人的病情尤其是她生活中的现实
困难后，就时常为老人买餐带饭，还不时地给她精神上的
呵护与安慰。

“我是真不想出院，但看你这么忙还要照顾我，实在不
忍心。”李梅兰病情好转可以出院回家疗养时说，“没有你
的悉心照料，我真不想再治疗了。”

刘中友听完老人的话，眼睛不禁一热。李梅兰出院
后，刘中友总会抽时间去看望她，为老人送药，更送去问候
和温暖。不论春夏秋冬，不论风雨寒暑，只要老人一个电
话，他就会把药及时送过去，如果是老人病犯了，刘中友就
会驱车把李梅兰老人接到医院尽早诊治。他们虽不是母
子，但却胜似母子。

刘中友从医以来，有太多太多感人的故事。为需要救助
的患者拼尽全力，这是刘中友从医以来始终如一的坚持。

与此同时，刘中友积极响应医院号召，每逢双休日，就
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到基层医院、社区、乡镇进行义诊，免费
为老百姓送医送药，走进养老院看望老人，还时常帮助多家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疑难病例会诊、查房、开
展专题集中授课等。此外，为方便患者咨询问诊，他还组建
了微信“肺病健康咨询群”，只要稍有闲暇，他是回答患者问
题最及时最贴心的那名医生。但是，因忙于工作，难得接几
次女儿放学的他却常常忘记接送时间……

刘中友勇于担当、敢于进取，以一颗至诚至精的医者
心，在中西医治疗肺病领域屡创佳绩，在群众间拥有较高
的口碑，因表现突出，他多次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驻马
店市文明窗口优秀标兵”等荣誉称号。今年3月，刘中友再
获殊荣，被评为河南省首届“医德医风模范”，这是政府授
予的荣誉，更是来自广大患者的褒奖。

刘中友正在为患者诊脉 赵春柳正在给患者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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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