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健康
健康提醒

血糖高
不都是糖尿病
张先生的单位组织体检，抽血结
果 显 示 血 糖 高 ，可 把 张 先 生 吓 坏 了 。
他说自己身体挺好的，怎么会得糖尿
病呢？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王洪
兴医师说，体检中发现血糖异常，并不
一定就是得了糖尿病。引起血糖升高
有很多原因，应排除掉以下几种情况。
检查时非空腹。化验空腹血糖时
一定要确保空腹 8 小时以上，前一晚要
正常饮食。若是检查前一晚进食过晚
或过量，第二天清早的空腹血糖就会偏
高。
其他疾病。在近期有感染、外伤或
急性疾病等应激状态下，血糖会短期升
高。患有其他代谢性疾病如甲亢、库欣
综合征、肢端肥大症、嗜铬细胞瘤、生长
抑素瘤、胰高糖素瘤等时，由于拮抗胰
岛素的激素分泌增加，也会引起血糖代
谢异常。在治疗原发病后，血糖会逐渐
复原。
特别要注意的是，胰腺癌早期也可
以出现血糖的异常升高。
药物引起。如果你正在服用氯丙
嗪、氯氮平、利培酮等抗精神病药，环孢
素、他克莫司等免疫抑制剂，普萘洛尔
等β受体阻滞剂，或氢化可的松、泼尼
松、地塞米松、甲泼尼龙等肾上腺皮质
激素类，以及加替沙星、左氧氟沙星、莫
西沙星等喹诺酮类抗生素，也有可能引
起血糖异常。
王洪兴医师指出，一般不会根据一
次空腹血糖或随机血糖高于正常值就
下糖尿病的诊断，往往需要做两次以上
的检测，或做糖耐量试验，同时排除上
述干扰因素，才能确诊糖尿病。
（杨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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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医院

健康资讯

PGD技术成功阻断单基因遗传病

郑大二附院

近日，患有单基因遗传病的吴雷（化名）
夫妇顺利诞下一个 3.8 千克的健康男婴。而
此前，身体健康的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却
患有脊肌萎缩症，第二胎又引产了一个脊肌
萎缩症胎儿。原来，夫妻俩均携带遗传病致
病基因。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院，经基
因诊断和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PGD），成功
阻断了致病基因。这种技术有望使更多携带
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的夫妇拥有正常的孩子。
我国单基因遗传病高达 7000 多种。每
诞生一个遗传病宝宝，就将有一个家庭面临
严峻的考验。吴雷夫妇同为一种脊肌萎缩症
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导致他们的后代有相当

近日，省科技厅、省卫计委与省
食药监局联合发文，正式确立包括
郑大二附院在内的 9 家单位组建我
省首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医学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优化临床医学研究组织模
式，完善疾病防控协同研究网络布
局，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经省科技
厅、省卫计委、省食药监局组织评
审，同意省肿瘤医院、省人民医院、
省胸科医院、省传染病医院、郑大一
附院、郑大二附院等 9 家医院，分别
组建河南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其
中，郑大二附院以妇产疾病（妇科肿

高的概率患病。生育第一个孩子时，他们不
知道这一点。等怀上第二胎，夫妻俩到河南
省人民医院做了产前诊断，没想到依然是脊
肌萎缩症患者，无奈只能忍痛引产。
据河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院常务副院长
张翠莲介绍，如今，运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
术，即在常规试管婴儿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基
因诊断技术挑选出健康的胚胎移植，能让吴
雷夫妇如愿怀上健康宝宝。这种技术对别的
单基因遗传病携带夫妇也有帮助。
河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院通过前期的基
因检测，发现吴雷夫妇两个孩子均为 SMN1
基因外显子 7 和 8 纯合性缺失，夫妻俩则为

SMN1 基因外显子 7 和 8 杂合性缺失（携带
者）。他们生育后代的可能性为：25%患病，
25%完全正常（不患病），50%携带者（不患
病）。
生殖医院的团队通过实施体外受精、胚
胎培养、活检的囊胚滋养层细胞经过 MALBAC-PGD 检测后，从吴雷夫妇的 4 枚胚胎
中筛选出 3 枚可利用胚胎。今年 2 月，经充分
准备，一枚健康胚胎成功移植入母体内。孕
18 周时，羊水穿刺检测再次确认了胎儿的健
康。11 月 13 日，小吴妻子足月剖宫产，分娩
了重 3.8 千克的大胖小子。
（本报记者 李海旭 通讯员 张晓华）

获批组建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瘤）为方向组建河南省妇产疾病（妇
科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据了解，河南省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临床研究平
台建设，重点搭建健康医疗数据、成
果转化等临床研究公共服务平台，
打造协同创新网络，研究制定临床
研究标准规范，开展高水平科技攻
关和国际合作，培养领军人才和团
队，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
整体提升本领域疾病诊疗技术水平
和服务能力。
（本 报 记 者 郭 培 远 通 讯 员
彭永强）

温县人民医院

利用
“乡医之家”
为乡医充电
“‘刮痧’是中医疗法的一种，适
用于很多病症的治疗，尤其适用头
痛、风湿痛、胃痛等疼痛性疾病，大
家应该传承这项中医技术，熟练并
应用到临床中……”近日，温县人民
医院“乡医之家”举行中医知识培训
会，为温县各乡镇卫生院、卫生所的
200 多名乡医进行了中医实用技术
培训。
时令进入冬季，也到了各种心
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尤其是那些年
迈体弱群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作为“乡医之家温县分部”，为减少
温县百姓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该

院组织全县乡医，为他们培训中医
实用技术，以提升乡医技术，更好地
服务基层百姓。
当天的讲师为该院有着数十年
从医经历、临床经验丰富的名医专
家。培训现场，
专家从中医传统疗法
刮痧入手，
向乡医们传授刮痧的适应
证、临床应用等技巧，还从时下高发
的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等病的诊
治、预防进行授课。同时教乡医要从
生活习惯、锻炼方式、药物控制等方
面入手，向基层百姓传授控制和预
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保健知识，使乡
亲们未病先防，有病早治。（关心）

“河南乡医之家”
孟津分部

落户孟津县人民医院
阻止宝宝哭闹
不要随便
“摇一摇”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小时候，我
们经常听着这首歌，在长辈们的摇晃中
入睡。睡前摇一摇，似乎是爸妈最常见
的哄娃方式。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过
度摇晃可能会伤到孩子，轻则轻微脑震
荡，重则重度脑震荡。
儿童尤其是婴儿大脑非常柔软，脑
间隙偏大，颅骨偏软，所以绝对不能随
便晃，更别提使劲晃了。加上小宝宝的
颈部肌肉还没有发育完善，无法支撑头
部，当有人剧烈摇晃时，他的头部将被
迫不受控制地旋转，有可能会导致婴儿
的脑组织挫伤、血肿、颅高压和出血等
严重结果，甚至造成永久性损伤或死
亡。同时，脊柱、脊髓、脑部组织以及神
经血管，都可能出现异常移位甚至撕
裂。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两岁以下的孩
子中，其中六个月以内的婴儿处于最危
险的阶段。此外，婴幼儿从高处摔下
来，如从床上掉下来等，对大脑也是一
种“摇晃”，有可能造成脑出血、脑骨折，
严重时可引发癫痫。
如果剧烈摇晃后孩子出现嗜睡、
食欲不振、呕吐、呼吸异常等症状，应
尽快送孩子就医。如果大脑精细结构
出现整体损伤，孩子可能引发脑瘫、发
育迟缓、智力障碍等病症。此外，还可
能引起其他部位的损伤，如眼部出血
导致部分或全部失明，脊髓和颈部的
损伤等。
需要家长注意的是，摇摇车、秋千
等玩具婴幼儿也应慎坐，如果一定要
玩，时间也不能太久，因为其活动形式
与“摇晃”类似。
（李思璇）

12 月 1 日，在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血液内科宣教室，护士郭庆正在为“糖友”们热情讲解糖尿病患者饮食方面的科普知识。
为给糖尿病患者搭建一个了解疾病、交流病情、科学预防、促进康复的平台，科室自去年开设了健康教育课堂，定期为住院的“糖
友”们讲解糖尿病方面的知识。授课形式丰富多彩，有饮食模型、报刊栏、展示板、墙报等供患者学习，还有护士们亲自示范、指导大家
做足部保健操。
郭海燕 摄

专家门诊

进食
“八爪鱼”花甲老人险丧命
专家：
“噎食”
时别慌张，
简单急救法能救命

11 月 18 日晚，长葛市某镇一位因被“八
爪鱼”肉噎住而窒息的老人，被家属紧急送到
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经过医护人员 20 多分钟
的紧急抢救，老人最后被成功救活。
患者本某今年 63 岁，4 年前曾患脑出血，
事发当天吃了“八爪鱼”肉。由于老人脑出血
后遗症吞咽功能差，一不小心就被一块较大
的“八爪鱼”肉噎住。几分钟后老人出现窒
息，心跳呼吸几近停止。晚上 8 时，家属紧急
将老人送到长葛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在
进行气管插管时，医生通过可视喉镜从病人

京港澳高速信阳路产大队
吹响冬季除雪保通号角
12 月 5 日，京港澳高速信阳路产大队
联合养护部门举行冬季除雪保通应急演练，
完善除雪保通应急预案，确保辖区高速公路
恶劣天气下的安全畅通。
演练活动中，除雪保通应急抢险小组
携带除雪设备、融雪材料等除雪物资以最快
速度赶往现场，按照应急预案进行模拟演
练。
此次活动加强了队员除雪保通的实战能
力，
为恶劣天气保通打好了基础。（刘金华）
驻马店供电公司：着力培育复合型服
务队伍
“客户到营业厅，只需临柜一个窗口，即
可办理所有的用电业务。客户在用电现场，
只需拨打台区客户代表的电话，即可解决所
有的用电问题。”11 月 22 日，驻马店供电公

喉咙深处取出一直径约 4 厘米的整块“八爪
鱼”肉。20 多分钟后，患者心脏开始跳动，约
1 小时患者出现微弱呼吸，随后被转入重症监
护室进一步治疗。
原本是家人孝敬老人的食品，如今却成
了“夺命凶手”。长葛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
任、主任医师郭月琴介绍说，食物团块完全
堵塞声门或气管引起的窒息俗称“噎食”，是
老年人和儿童猝死的常见原因之一。一旦
气管进入异物造成窒息，千万不要慌张，应
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如果是儿童应让患儿头

向下，一手抱其腹部，另一手拍打其背部正
中。也可用双手放于患儿心窝处从后面将
患儿抱起，然后用力向上挤压。成人可站
立，抢救者站其身后两手抱住上腹部，然后
用力向上提拉，有时仅一次即可将异物呛
出。如果患者意识已经丧失应让其平卧，抢
救者两手交叉放在患者心窝处用力向上挤
压，用力要适度。一次无效的话应多重复几
次，如果上述方法抢救无效，应第一时间将患
者送往医院。
(本报记者 韩新愚 通讯员 赵永强)

牛老庄 身边好党员 群众贴心人
郑州市高新区双桥办事处葛寨村党员
牛老庄，入党 45 年来，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近几年
村里的道路因为清运车的碾压，坑洼严重，
一下雨就积水，影响出行，然而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有位衣着朴素的老党员，顶着烈
日，带着铁锹，拉着土方石子，默默无言地
一点点填平积水坑。出村有条路是从高速

司营销部负责人在介绍“全能型”服务队伍
建设时说道。
今年以来，该公司按照建设“全能型”供
电所要求，以打造“全能型”服务队伍为重
点，对供电所员工全力实施专业化技术提
升。按照“系统规划、急用先学、分层实施、
覆盖全员”的原则，针对员工年龄、文化结构
和岗位需求，分级制订针对性培训方案，开
展多岗位培训与岗位实践，并组织县公司集
中完成供电所复合型人员的轮训；分批组织
开展供电所长管理能力提升集训，开展供电
所安全员、技术员、客服员专项培训；针对供
电所作业组织和模式的调整，组建兼职培训
师队伍，开办“流动大讲堂”，重点加强综合
柜员和台区客户代表岗位适应性培训；分级
举行供电所岗位应知应会知识普考和抽考，
举办台区客户代表岗位竞赛，以考促学、以
赛促练，强化供电所员工基本功训练，提升

下穿，地势低洼，遇雨就积水到没膝，每次
下雨，牛大爷总是帮助村干部一起排除积
水。年轻时牛老庄同志在工作岗位上积极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多次被单位评为劳动
模范，曾做过拉砖买卖，带领自己的拖拉机
队义务为村里的学校拉土方，可谓是出钱
又出力，干部群众都说：
“ 牛大哥热心教育
事业，为村里娃娃们的上学出了不少力，这

里的一砖一瓦都有牛大哥的一份心意啊！
牛大哥这样的举动，没有人要求，没有任何
收入，完全是义务，发自真心！”
没有豪言壮语，无须惊天动地，牛老庄
同志用一个普通党员最平凡的善举、最单纯
的初衷，影响着周边的村民，诠释着什么才
是一个合格的中共党员。
(徐继统 崔伟杰)

业务素质、增强履职能力。
对象共计1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开班典
同时，该公司还组织编制推广“全能型” 礼上，
与会学员重温了入党誓词。
（马东民）
供电所建设工作手册，围绕电能替代、光伏
西洋店工商所开展电暖器市场执法
发电、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等，推广应 行动
用《供电所的一天》、
《光伏发电并网业务办
平舆西洋店工商所根据消费需求安全，
理》等示范性短片，以直观形象的形式开展 立即组织全员在辖区内迅速开展了电暖器
新型业务培训，加快培养供电所“全科医 商品质量专项检查，
重点查处傍名牌产品、
侵
生”式复合型员工，打造“一专多能”台区客 权商品、
无厂名厂址的商品等违法行为，
规范
户代表，实现客户用电业务办理“内转外不 了辖区电暖器市场经济秩序。 （吴志宏）
转”。
（黄文静）
垭口街道办举办“永远跟党走 开启新
农行商丘分行举办基层党支部书记培 征程”主题晚会
训班
近日，舞钢市垭口街道办事处举办了
为进一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永远跟党走 开启新征程”主题晚会，晚会
态化制度化的深入开展，及时学习宣传党的 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弘扬了中华
十九大精神，
切实提高基层党支部书记、
党务 优秀传统文化，把“家规、家训、家风”与学习
工作者的理论功底和业务水平，农行商丘分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有机结合，与弘扬社会
行举办了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市分行机 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受到了群众一致
关各部室及支行各网点支部书记、党员发展 好评。
（孟志新 武荣花）

近日，
“ 河南乡医之家”孟津分
部在孟津县人民医院正式成立。各
乡镇卫生院主管乡医副院长及乡村
医生等 200 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
孟津县卫计委主任王留宏指
出，
“ 河南乡医之家”孟津分部的成
立，标志着孟津乡村医生朋友有了
自己的“家”。这个家安在孟津县人
民医院，是乡村医生朋友的福音。
县人民医院要搭建好与乡医之间的
互动平台，积极组织优质医疗讲师
队伍，安排更多相关方面专家和医
生，采取定期、不定期方式为乡医进

行多方面知识培训和技术指导，使
乡医朋友学习有内容、提高有目标、
困惑有解释、难处有人帮，真正使乡
医朋友感受到“家”的温暖。
揭牌仪式结束后，郑州中泰脑
科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副主任医
师张旭光，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
伤中心名誉主任、主任医师牛希华，
孟津县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心血
管内科主任杜西锋等人分别作了题
为《常见面部神经疾病的诊断及治
疗》
《烧伤的早期处理》
《高血压病的
规范化治疗》的讲座。 （姚伟旗）

正阳红十字会

普及应急知识 提高救护能力
为提高乡村医生的应急救护能
力，近日，正阳县红十字会组织开设
了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班，全县乡镇
医疗机构医生和村医 100 余人参加
了培训。
培训中，县人民医院、中医院等
医疗机构的应急救护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了授课，讲解应急救护操作要
领等。应急救护专业技术人员还在
授课过程中开展了实际操作演练，
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村医如何进行心

肺复苏、创伤救护、绷带包扎等应急
救护知识。
“开展这次培训，主要目的就是
为基层医疗从业人员特别是村医群
体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以及提升他
们的实际操作能力，
遇到紧急情况便
于及时应对。同时也想借助村医的
言传身教让广大农民群众尽可能掌
握急救知识，
减少意外伤亡事件的发
生。”县红十字会有关负责同志表
示。（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陈健）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弘扬优良医德医风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今年以来，郑州市金水区总医
院立足服务做文章，弘扬优良医德
医风，不断优化医疗服务环境，提升
医疗卫生人员服务能力，获得了群
众赞誉。
为弘扬优良医德医风，该院先
后开展了“行风建设月”
“十佳护士”
“最美医生”
“我身边的白求恩”等活

动，发挥榜样的激励作用，持续释放
行业正能量。为提升人员业务水平，
对新进人员进行入职培训，
对全院医
生进行医师定期考核，
实施院内业务
学习和院外进修相结合，
组织医护人
员到上级医院进修，安排社区中心、
卫生人员到总院进修人员，提高人
员医疗服务水平。
（张凯男 雷晓瑞）

国家卫计委考评
郑州人民医院脑卒中防治工作
12 月 3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脑
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专家组通过听
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检查、座谈
了解等形式，对郑州人民医院脑卒
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工作进行了年度
评价考核。
座谈会上，郑州人民医院副院
长李培亮从医院发展历程、整体规
模、人才队伍、学科建设、卒中管理、
健康管理、教学培训、建设规划等方
面向专家组进行了汇报。专家组从

专业和管理两大方面分为八个小
组，就医院脑卒中防治工作流程、专
业体系建设以及脑卒中管理经验进
行了全面检查。
通过综合评估，
专家组对该院脑
卒中防治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同时
就各组检查范围的内容指出了存在
的问题，
并结合国家卫计委的具体规
范和要求，
对医院脑卒中防治基地医
院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宝贵建议。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赵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