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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

家门囗有了中医馆
百姓看病更方便

慈善救助为虞城贫困户健康护航
新乡市中心医院

医护人员精心救治患者受称赞

主妇也需谨防网球肘

健康提醒

9月17日，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内科顺利完成一例经导

管主动脉瓣置换术。这在我省尚属首例，填

补了省内瓣膜病介入治疗的空白。

据了解，患者是一位81岁的老先生，因

主动脉瓣重度狭窄伴重度钙化，反复发作心

绞痛及心功能不全，到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

住院治疗。该院心外科评估后认为，由于高

龄及其他相关问题，患者采用外科手术风险

太高，而通过药物治疗，又无法解决患者的

病痛。

在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该院院长袁

义强博士的组织下，心血管内外科、麻醉科、

CT室、重症监护室、超声科等科室专家经反

复讨论，确定该患者符合经皮主动脉置换术

（TAVI）的适应症，无禁忌症，可以实施经股

动脉微创手术。

由于手术操作复杂，技术难度高，手术

团队为此进行了缜密准备。

9月17日，手术在全麻状态下进行，首

先用特殊外周球囊对重度钙化狭窄的瓣膜

进行扩张，同时进行测量确定预植入瓣膜的

型号，结合术前超声、CT以及术中食道超声

所测量的瓣环直径，确定植入26号瓣膜，同

时另一组手术医师将保存在戊二醛中的人

工生物瓣膜预装到输送鞘上，送入拟释放瓣

膜的主动脉瓣环处，造影明确位置合适，经

“慢释放、快释放”操作，顺利将瓣膜放置于

主动脉瓣环合适位置，即刻造影及食道超声

示瓣膜位置准确，狭窄解除，跨瓣压差降至

正常，仅少量瓣膜返流。

两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患者很快恢

复清醒，生命体征平稳。

术后，据袁院长介绍，以往对于主动脉

瓣狭窄患者，通常采用心脏外科手术进行治

疗，但对于一些高龄重症患者，由于开胸手

术创伤大、恢复慢，并不适宜采用。而通过

介入手术治疗瓣膜疾病，正好解决了这个问

题，不但减轻了因传统外科开胸给患者带来

的身心痛苦，也给失去手术机会的患者带来

了新的治疗选择。

（荣文翰张申伟）

襄城县住建局四举措转变干部作风

襄城县住建局采取四项措施，开展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专项整治，进一步转

变干部作风。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

强作风整治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维护好住

建系统对外良好形象。二是突出重点，抓

住关键，深入推进作风专项整治，抓住思想

教育总开关，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三是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

效，班子成员以上率下，落实“一岗双责”，

坚决履行主体职责。四是紧盯目标，找出

差距，把握问题导向，建立工作台账，立足

实际立行立改，不断开创住建事业新局

面。 （赵晓民王栋）

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纪律保证

襄城县山头店镇把脱贫攻坚与扶贫

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相结合，以严明的纪律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一是群众利益无小

事，通过约谈层层传导压力。二是开展专

项整治，以精准监督保障精准扶贫。三是

加强执纪审查，做到有反映必受理、必登

记、必查核。 （张建举）

襄城县十里铺镇一把手讲党章

日前，襄城县十里铺镇党委书记以

“学党章党规做合格党员”为题，给全体党

员干部及村支部书记上了一堂廉政党

课。要求深入学习党章党规，树立良好家

风家规，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发挥先锋作

用，以“四讲四有”为标尺，争做合格共产党

员。 （李鹏代淑超）

开展违规公款消费整治

近日，鄢陵县人社局结合“严肃财经

纪律、堵塞‘四风’漏洞”专项检查工作，集

中排查违规公款购买消费白酒问题；结合

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一步建立

健全相关制度措施，坚决堵住违规公款购

买消费白酒问题的监管漏洞。（刘毅）

心怀感激回报社会

内乡县大桥乡统战部门协调组织爱

心企业为贫困户周建章提供公益性岗位，

由于其身体原因，没能成功入职。扶贫工

作队给周建章送上爱心大礼包和慰问

金。周建章感激党和政府的关心，弥留之

际，决定捐献遗体，回报社会。 （王虎）

安全大检查迎接十九大

9月15日，洛阳伊滨区李村镇领导深入

企业进行安全检查。内容包括落实安全主

体责任、台账、消防设备、宣传氛围等，并结合

检查情况提出具体要求。李村镇将为十九

大的召开继续营造安全大环境。（温军伟）

油锅起火，幸遇社区安监员

9月13日，洛阳伊滨区李村新源嘉苑

社区一王姓老人在炸食品时油锅起火，不

知所措。正在巡查的安监员听到呼喊，冲

进厨房，关气阀、盖锅盖、开窗，避免了火灾

的发生。同时对老人讲解了消防知识。

（温军伟）

登封市君召派出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近日，登封市君召派出所社区民警，以

“一村一警”主题模式为依托，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强化对易爆易炸危险品源头管控，

严防暴力恐怖活动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

社区民警对辖区内8家涉爆、物流寄递单位

进行了“地毯式”的隐患排查，整改隐患5

处，签订责任书8份，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责

任和安全措施，依法查处涉爆案件两起，处

罚3人，收缴非法烟花爆竹两箱。（韩丽）

新蔡县供电公司全力服务重点民生

工程

9月18日，新蔡县供电公司对2017

年实施的民生工程进行梳理、总结，加快实

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提升全县电网供

电能力,全力保障民生目标实现，为县域经

济发展提供了电力支撑。

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该公司按照时

间节点，加强过程管控。加强工程物资管

理，按照批复的工程规模，准确汇总工程材

料清册和技术要求，上报招标供应。完善

物资管理各项制度，对工程物资实行专人

专库管理，严格执行物资质量检验检测制

度，杜绝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加强工程质

量管理，实现创优目标，严格按照《河南省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技术原则》及“典型设

计”进行规划设计，施工过程中采用“三通

一标”，确保工程建设工艺和质量符合有关

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建设过程中项目部

定期对质量、安全进行督导检查，及时提出

和解决问题，顺利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截至8月底，该公司完成了10个中心

村（小城镇）电网改造升级、38个贫困村通

动力电，完成2017年电网脱贫任务，消除

了1个乡无变电站问题。（葛军宋磊）

开展“双随机”走访规范基层权力运行

在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中，许

昌市建安区食药监局通过“双随机”的方法

开展行政执法走访活动，切实规范基层权

力运行，突出整治食品药品监管领域侵害

群众利益的“小微权力”腐败。（黄晓起）

鄢陵县望田镇全面践行“三严三实”

今年以来，鄢陵县望田镇以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持续发力整治“四

风”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严

格落实“六个严禁”，认真践行“三严三实”，

坚决纠正“为官不为”现象，促进政风行风

进一步好转。（潘爱民）

鄢陵县农机局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今年来，鄢陵县农机局紧密联系农机

化工作实际，切实通过机关作风转变，为农

机化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保障。建立

常态化学习机制，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为加强机关作

风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蒋亚冰）

铸就利剑加强监督

近日，鄢陵县规划局组织全局党员干

部观看《巡视利剑》第一、第二集。观看后

党员干部都纷纷表示，巡视这把“利剑”要

常打磨，常“出鞘”。 做到常检查、时刻监

督，保证“剑在鞘中”，发现问题苗头及时斩

断。 (柴焕霞周靖)

“五查五看”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襄城县特色商业区管委会开展“五查

五看”，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是查修

身严不严，看是否做到加强党性修养，坚定

理想信念，自觉远离低级趣味。二是查用

权严不严，看是否做到正确用权，讲规矩、

守纪律、按制度办事。三是查律己严不严，

看是否做到慎始慎独慎微，遵守党纪国法，

严格约束自己。四是查谋事实不实，看是

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接地气，摸实情，政

策合乎民意。五是查创业实不实，看是否

做到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主动谋事，履职

尽责，敢于担当。 （仲崇拴）

“现在在家门口看个中医科，既

方便又经济，看完以后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一报销，自己也花不了多少

钱。”9月18日，在三门峡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阳店镇卫生院中医馆刚

做完针灸的王爱英老人高兴地说道。

今年72岁的王爱英，是阳店镇

李曲村五组村民，这两天因为关节

炎犯了，来到镇卫生院新成立的中

医馆针灸，而在过去，想看中医得坐

半个多小时的汽车去市里。8月18

日，随着该镇卫生院中医馆揭牌并

开始试营业，辖区内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快捷的中医诊疗服务。

在阳店镇卫生院门诊一楼大厅

西端，记者看到，中医馆走廊的两侧

墙壁上装有8块中医养生保健知识

画板，使卫生院中医文化更加浓厚，

就医环境更加优雅。

据阳店镇卫生院副院长许喆介

绍，该院中医馆投资40余万元，有

10名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们大多是

省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在治疗方

面，更多遵循古法，用传统的中医方

法和现代的康复理念给患者治疗。

中医馆内设中医诊室、针灸室、理疗

室、牵引室、煎药室等，并配备了中

医常规诊疗设备，能够开展针灸、电

疗、拔罐、推拿等十多项中医药适宜

技术，有效缓解了农村群众看病难、

跑冤枉路的问题。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彭红勇)

近日，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

医院消化内科二病区成功为一位71

岁高龄的结肠癌患者实施了结肠肝

曲腺癌并结肠梗阻支架植入术。

71岁的朱老先生，因间断腹痛、

腹胀5个月，呕吐一周情况未见缓

解，来到郑州颐和医院寻求救治。

通过问诊，消化内二科主任、主

任医师赵治国发现患者并不是一例

简单的肠梗阻，还患有冠心病及房

颤，于是立即将其收住院治疗。后

经活检组织学检查为结肠腺癌。针

对患者情况，如果选择外科手术治

疗，风险较大。普外科、心内科、呼

吸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进行反复

论证，拟行结肠支架植入术缓解肠

梗阻。

手术在放射科、消化内二科、内

镜中心等科室的共同合作下顺利完

成，结肠支架被顺利植入，扩张良

好，X线拍片位置适当，大量粪水通

过，腹胀迅速缓解。

目前，该患者已病愈出院。

（本报记者郭培远）

“感谢骨二科的医生们，感谢值

班护士，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9月14日，新乡市中心医院患

者曹桂宾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再次

对该院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8月6日晚上，新乡县七里营镇

毛滩村村民曹桂宾不幸遭遇车祸，导

致身体多处受伤及骨折，并因失血过

多而神志不清，被紧急送往新乡市中

心医院。该院骨二科接诊后，主任付

新生、副主任蔡翔宇和主治医师江波

根据患者伤情，反复会诊，决定取消

大手术，取消麻醉，而采用行之有效

的传统接肢术。由于治疗方案切实

可行，从而避免了因实施大手术而造

成的围术期应激反应和器官功能障

碍，同时也给家庭贫困的曹桂宾省下

了一大笔手术费用。

治疗期间，付新生、蔡翔宇和江

波每天准时来到病房查房巡视，并

根据曹桂宾的病情调整、修改治疗

方案。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关心、

照顾，使曹桂宾减轻了心理压力，在

愉悦的医疗氛围中迅速康复。9月

14日上午，患者曹桂宾顺利地办理

了出院手续。

据了解，近年来，新乡市中心医

院组织开展了医德医风集中教育活

动，全体医护人员视病人如亲人，以

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热情的服

务用心守护患者的健康，受到社会

各界的好评。（本报记者李殿华）

54岁的王阿姨自两个月前开始右胳

膊疼痛不适，近两周来加重，不能持重及平

举重物，买了活血止痛膏外贴效果不明

显。她到河南省中医院骨科门诊求诊，该

科主任黄俊卿仔细检查后，诊断王阿姨患

了网球肘。

据介绍，网球肘因网球运动员易患此

病而得名，又称肱骨外上髁炎。除了网球

运动员，家庭主妇、砖瓦工、木工等长期反

复用力做肘部活动者，易患此病。本病发

病缓慢，患者自觉肘关节外上方活动痛，疼

痛有时可向上或向下放射，感觉酸胀不适，

不愿活动。手不能用力握物，提壶、拧毛

巾、打毛衣等活动可使疼痛加重。一般在

肱骨外上髁处有局限性压痛点，有时压痛

可向下放散，有时甚至在伸肌腱上也有轻

度压痛及活动痛。有少数患者在阴雨天时

自觉疼痛加重。确诊此病，可作旋臂屈腕

试验，方法是将肘关节伸直，腕部屈曲，然

后将前臂尽量向后、向外旋转，此时如果肘

部疼痛加剧，说明是患了网球肘。

诊断网球肘后，应注意休息，停止一些

使用肘部、腕部力量的动作。急性期应减

轻患肢的工作量，或用热水袋、热毛巾热

敷，并结合针灸、推拿等都有一定疗效。还

可将小冰块装入塑料袋内，置于疼痛部位，

然后以弹性绷带包扎起来，每次20分钟，

反复实施，并抬高患部。慢性期除了局部

制动休息、保护、理疗、加压按摩和口服抗

炎药物外，主要是局部封闭治疗。封闭次

数不宜过多，以2~3次为宜，每次封闭间隔

时间7~14天。

黄俊卿强调，患了网球肘后，打网球或

羽毛球时，要选择质地轻、弹性佳、品质优

良的球拍，以减少手臂的负担。主妇买菜

时，尽量使用推车，少用提篮。提壶、倒水、

拧衣物以及手提重物时要注意手腕姿势，

不可背屈。使用拖把拖地时，腿部略弯，要

以腰腿力量带动肩膀、手臂，而不是光用手

臂的力量来拖动。另外，如有症状应尽可

能地减少工作量，以免病情恶化。（戴秀娟）

国家二胎政策放开以来，越来越多的

夫妻准备再要一孩。与一胎不同的是，不

少夫妻不再重视孕前体检，认为已生育一

个，二胎更有经验，其实不然。

专家表示，准备生育二胎的夫妻一般

来说年龄大都在30岁以上，已经过了生育

的黄金时期，身体素质开始变差，易患上内

分泌系统或生殖系统疾病，因此孕前一定

要做好全面筛查，尽快调理好身体，从而孕

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夫妻体检以孕前3个月进行为宜。孕

前检查项目除一般的体格检查外，还应进

行血常规、尿常规、传染病三项、肝肾功能检

查，以及凝血情况和一些特殊病原体的检

测。若男性接触过放射线、化学物质、农药

等，可能影响生殖细胞，应做精液检查；若疑

有性病或曾患性病者，应进行性病检测。

此外，还有一些需要准妈妈做的特殊

检查。

妇科B超检查：可以帮助准妈妈了解子

宫的发育情况，以及附件区是否有积水、肿

物，是否有子宫畸形、子宫肌瘤及子宫腺肌

症等。

子宫刮片检查：宫颈癌及宫颈病变可

以通过子宫刮片检查出来。白带常规检查

能筛查出滴虫、霉菌、支原体衣原体感染和

其他阴道炎症等妇科疾病。

乳腺检查：可以了解乳腺的发育情况，

发现乳腺恶性疾病应及时治疗，否则怀孕

后造成恶变。 （杨广丽）

今年以来，灵宝市西阎乡卫生院紧紧围绕“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倡导广大医疗工作人员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做到服务热情、

服务流程顺畅；加强医患沟通，提高患者满意度，受到就诊群众的一致称赞。图为医院工作人员正在热情地为就诊群众解答疑问。

常亚民摄

孕前夫妻双方别忘体检

不开胸为81岁老人换心脏瓣膜
我省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在郑州市七院成功开展

郑州颐和医院

结肠放支架治愈七旬老人肠梗阻

“您好，我要借阅第36号图书

《中国脑血管病杂志》，请送至神经

内科，谢谢！”日前，温县人民医院临

床一线工作者在科室利用医院微信

公众号借阅图书，即能享受到送图

书到科室的服务。

为了提升全院职工的文化素养

和医务工作者的医疗技术，温县人

民医院图书馆储备了1万册专业书

籍、6000册专业杂志，以及近300本

中外经典名著等。但由于临床一线

医务工作者工作忙碌，且图书馆搬

迁至新院区，距离病房楼较远，不方

便大家往返，该院图书馆创新工作

方式,将所有图书汇总后整理出目

录，在该院微信公众号设专栏刊登

目录，供大家选择。医务工作者只

需把选择好的书籍编号和书名，通

过电话告知图书管理员，即有专人

把书送达他们手中。

“在科室动动手指，就有图书送

上门，真方便！”当图书管理员将一

本本图书送达临床一线工作者手

中，大家都无不跷指称赞。（郑雅文）

科室动动手指 图书就能上门
温县人民医院微信“快递”图书方便职工

9月8日，在虞城县人民医院医疗结算

中心窗口前，46岁的该县贫困户患者张有才

在办理结算手续时，高兴得合不拢嘴。“我住

院看病七八天，县医院疼痛科看好了我的腰

椎间盘突出症，我就花了400块钱（起付线

款），真是太感谢了！”

李老家乡唐楼村贫困户张有才患腰椎

间盘突出病3年多，经常腰腿痛，不但不能

外出打工挣钱，连家里的农活都干不了，加

上妻子也患有慢性病，两个孩子上学都成了

问题。为了省钱贴补家用，自己的病痛全靠

硬扛。“腰痛病治好了，我就能干活挣钱了，

家里的生活就会好起来。”即将出院的张有

才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虞城县地处我省东部，有人口100多万，

是国家级贫困县。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脱贫攻坚精神，帮助患有骨科、疼痛科

疾病的贫困患者解决医疗经费困难，今年7

月，河南省慈善总会莱康医疗救助基金联合

虞城县人民医院，启动莱康医疗救助工程，对

在虞城县人民医院就诊治疗的骨科、疼痛科

疾病患者，提供资金援助。医疗救助工程启

动两个月来，已救助贫困患者146名。

“贫困患者除享受新农合报销外，其余自

费部分由莱康医疗救助基金兜底，出院时贫困

患者只需交400元起付线款。”河南医科大学

毕业，该院骨科、疼痛科主任侯忠於告诉记者。

投资1.7亿元、按照三级医院标准建设

的虞城县人民医院，占地133200平方米，门

诊、病房业务建筑面积88916平方米。该院

现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92人，中级专业技

术人员206人。拥有开放病床800张，同时

拥有1.5T磁共振、64排CT、GE彩色多谱

勒、DR等一大批先进设备，硬件设施和医疗

技术堪称一流。该院不仅拥有宽敞明亮的

病房和精湛的医术，更有广大患者口碑相

传、热情周到的服务。

“一切为了病人，一切服务于病人，让每

个患者都能感受到热情周到的服务，符合我

们医院精湛、诚信、大医、为民的宗旨和精

神。”该院负责人卢允峰介绍说。

今年63岁的困难户患者许秀平，家住

该县利民镇北街，丈夫几年前因病去世，两

个女儿也都结婚成家。七年前患上腿疼病

的她，长年饱受病痛之苦，经济上也颇为困

难，得知河南省慈善总会为虞城县困难群众

送来了莱康医疗救助，她赶忙前来就诊。在

住院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的热情服务，使她

倍感温暖，出院当天，她与送行的医生和护

士们依依不舍。

9月5日，第二个“中华慈善日”当天，郑

州兰博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孟连军代表

公司向河南省慈善总会莱康医疗救助基金

捐款20万元，专门用于虞城县贫困户医疗

救助，以帮助贫困患者解决经济困难，助力

脱贫攻坚，助推社会和谐。

（本报记者杜杰通讯员王金龙卢幸丽孟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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