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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儿童早期发展与评估工程
研究中心落户郑大五附院

小雪时节
身体四部位冻不得

健康

11月14日至17日，第十届扬子江心

脏论坛暨2019年心房颤动高峰论坛在武

汉召开。大会举行了第二批“中国房颤中

心”授牌仪式，漯河市中心医院房颤中心

名列其中。这是豫中南地区唯一一家获

此殊荣的医疗机构，标志着该院房颤综合

诊疗水平走在了全省前列，开启了房颤诊

疗规范化管理新时代。

此次会议由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心

血管健康研究院主办，中华医学会心电生

理和起搏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

委员会等提供学术支持。大会上，国内知

名心血管病权威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心房

颤动、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肌

病、结构性心脏病等心血管领域前沿科学

问题进行探讨与交流，解读国内外心血管

病研究的最新进展，分享心血管领域治疗

的新方法、新技术，共同展望未来十年专

业发展前景。

房颤是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房

颤中心建设的目标是“规范房颤的诊治，

让每一位房颤患者均能接受到最恰当的

治疗，最大限度降低房颤卒中的发生率，

以及由此引发的致残率和死亡率”。中国

房颤中心建设项目自2017年启动以来，

得到了全国710余家医院的积极响应。

为进一步完善心血管治疗中心的架

构，促进各专业全面发展，有效提升中心

的整体救治水平，漯河市中心医院自

2018年10月份开始筹备建设国家级标

准版的房颤中心，并于今年3月4日正式

启动院内房颤中心建设，建立房颤诊疗立

体化管理体系，全面优化房颤管理流程，

同时开展院内及全市范围内的房颤中心

规范化治疗巡讲和培训，普及房颤知识，

提升全市房颤救治水平。

在此基础上，漯河市中心医院积极举

办院内“脑心同治”论坛，进一步加强多学

科协作诊疗模式的深度融合，优化房颤诊

治流程，在“中国房颤日”大型义诊活动期

间，指导患者正确用药，增强广大群众对

房颤知识的了解。该院相继获批成为全

省首批17家房颤建设单位之一，也是“河

南省房颤心律失常诊疗中心医联体”首批

成员单位等，医院心内科主任、工会主席

刘东亮教授当选河南省房颤中心联盟副

主席。

目前，漯河市中心医院房颤中心在全

国500余家房颤数据上报单位中列第39

位，率先在全省地市级医院中引进

CARTO三维标测系统，是全省最早开

展三维射频消融复杂心律失常的单位之

一，全年三维射频消融数量突破100例，

位于地市级医院前列。同时对房颤患者进

行规范化抗凝治疗和管理，改善长期治疗的

依从性，房颤患者抗凝比率已达到70％。

不仅如此，漯河市中心医院现已成熟

开展了射频消融术和左心耳封堵术治疗心

房颤动，常规开展了房早、房速、房颤、室

早、室速的三维射频消融术，单腔、双腔、三

腔起搏器植入术（包括ICD植入术）等多种

心脏疾病介入治疗，在心血管介入诊疗方

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已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谷运岭）

打造社区警示教育大课堂推进以
案促改工作常态长效

许昌市魏都区南关街道党工委将以

案促改工作作为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重

要手段，结合魏都区委、区政府社区规范

化建设，在三八等五个社区打造了警示

教育大课堂，完善了社区以案促改工作

阵地。同时，将以案促改与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紧密结合，通过在警示教育大课

堂召开党支部委员会、组织生活会，开展

主题党日，观看警示微电影、剖析典型案

件、堵塞制度漏洞等活动，实现标本兼

治，树牢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思想认识。

督促科级干部认真落实“一岗双

责”，每周下沉社区1天，指导社区党组织

有效落实以案促改主体责任，街道纪工

委不定期在工作群推送中央、省、市、区

纪委通报的违规违纪典型案例及工作要

求，实现街道社区以案促改常态长效。

（刘秋敏、轩源）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四到位”严
把秋检安全关

“工作现场设置围栏，派专人监护，

严禁非工作人员入内。”11月24日，在国

网正阳县供电公司35千伏陡沟站秋检

班前会上，现场负责人向工作人员交代

安全措施和现场注意事项。

自秋检工作开始以来，正阳县供电公

司从加强秋检预试安全管控入手，细化秋

检措施，以“四个到位”严把作业现场安全

关，确保安全生产的“可控、能控、在控”。

强化意识，宣贯培训到位。通过公

司内网、橱窗、安全生产例会等方式，及

时将上级关于安全管理的要求传达到各

站所、班组，各基层单位在贯彻落实上级

要求的同时，加强对安全知识、安全技能

的学习和培训力度，切实提高职工整体

安全意识。

落实责任，风险管控到位。成立由总

经理、书记为组长各相关科室为成员的秋

检安全大检查领导小组，由安监部牵头细

化监督职责，明确站所、班组现场监督检

查的内容和标准，实施全过程的安全生产

监督监管，做到责任区域严格监管、关键

程序严盯死守、关键部位现场把关。

不留死角，设备排查到位。按照“全

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安全大

检查主题，该公司检查组带着责任下基

层、问题到站所、技术到一线，对照检查

内容，全面排查生产关键环节和要害部

位员工的操作行为和发现问题的整改情

况等，做到不走形式、不留死角。

闭环管理，隐患治理到位。以秋季

安全大检查为契机，狠抓现场安全管控

工作，重点防范人身伤害和误操作事故，

对发现的违规违章行为不遮掩，不袒护，

实行“零容忍”，做到闭环管理，确保把各

类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为秋检顺

利进行夯实安全基础。（李宏宇陈建政）

多举措推动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
为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新乡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通过

抓好学习、抓好自查、抓好整改、抓好轮岗、

抓好分析等举措，助推减税降费工作再提

效，切实提高纳税人满意度。（李家轩）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卞瑞峰马啸）11月21日，临近中午，原

阳县阳阿乡南裴寨村脱贫户裴苏国没

有像往日一样准备午饭，而是带着老伴

兴冲冲地往村上的文化广场去了。“今

天中午有饺子吃！”坐在广场餐桌前的

裴苏国满脸喜悦。

又是南裴寨村一年一度的“孝善敬

亲”饺子宴，村子的文化广场前，整齐地

摆放着十几张桌子，桌前坐的全是脖子

上戴着鲜红围巾的70岁以上的老人。

香蕉、瓜子、糖果……裴苏国和一

桌的老人一边吃着瓜果零食，一边看

着舞台上的演出。“这是我们家的桃酥

饼，大家伙儿来尝尝！”期间，村里做糕

点的杜伟端来了两大盘点心，一一分

给在场的老人们。“哎呀，东西太多了，

再吃一会儿吃不下饺子了！”裴苏国一

边接过桃酥饼一边“抱怨”着，大家哄

堂大笑。

上午11点半，广场旁的两口大锅沸

腾了起来，白花花的熟饺子等待出锅。

原阳县卫健委驻南裴寨村第一书记王

贺洋，和单位其他帮扶干部一起，将一

碗碗热腾腾的饺子端到了老人面前。

“大家走的时候别忘了领被子和电暖

扇！”王贺洋提醒老人们。“这顿晌午饭

真不赖！”在场的村民们笑着说。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崔
兴辉 吕艳兵）精美的柳编、红心的萝卜

……如今，延津县潭龙街道小吴村的这

两样特色农副产品，已经吸引不少市民

朋友争相抢购。

小吴村是潭龙街道贫困户最多的重

点非贫困村，2016年精准识别以来，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45户188人，但目前仅剩

未脱贫政府兜底保障户1人。

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支部书记范士

才带领村“两委”干部与县扶贫工作队同

吃同住，入户走访座谈，积极争取项目。

落实项目资金50万元，建设标准化厂房

引进柳编加工项目，解决贫困户12户14

人就业，人均工资收入2500元。通过群

众大会推荐“致富能人”流转土地1000

余亩，用来发展胡萝卜种植业，除土地租

金外，贫困户还可到合作社务工增加收

入。

此外，范士才还是全村贫困户的

“心理医生”。贫困户杨振洲自幼因病

致残，见人“不抬头、不说话”，十分自

卑。范士才找杨振洲谈心，帮他落实危

房改造项目建起新房子，并鼓励督促他

的两个儿子外出务工，杨振洲光荣脱贫

后，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见人有说

有笑。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按照长葛市纪委监委“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要求，长葛市医疗保障局

基金监管科，联合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十五组监

察组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检查、重点抽查、审核

病历等方式对定点医药机构医保服务质量进

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重点

整治，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图为相关工作人

员在定点药店进行详细检查。袁玮伟摄

近日，河南省发改委公布了2019年

度新增河南省工程研究中心名单。由

省卫健委为主管单位，省发改委审批的

“河南省儿童早期发展与评估工程研究

中心”顺利获批，该中心依托单位为郑

州大学五附院。

河南省儿童早期发展与评估工程

研究中心涵盖院内八大重点学科，研

究团队总人数达45人，依托郑州大学

马歇尔医疗研究中心、河南省重点实

验室、河南省国际联合实验室，通过对

精准化与智能化医疗手段的研发，以

创建儿童早期发展领域国内领先，具

有国际视野，具备罕见病基因检测功

能为研究目标，研发与更新儿童早期

发展的指标指南及系统的儿童发育评

估工具，为我省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和

政府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循

证依据。

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全面提高儿童

健康水平，是新时期儿童健康保健的重

要内容和发展方向，是提高民族素质，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河南

省儿童早期发展与评估工程研究中心

的获批将使医院创新平台的辐射和服

务范围进一步加大，显示出了医院在研

发前沿技术以及服务新兴产业方面的

新作为。（本报记者郭培远）

南阳市一位老太太嗓子烂了5个多

月不愈合，检查发现是口咽癌晚期。为

挽救患者生命，近日，南阳市口腔医院

医生将其左侧软腭、舌根及咽侧组织切

掉，然后利用其胸大肌进行了舌体、软

腭及咽侧组织再造。

据65岁的王女士讲，5个多月前，

她嗓子烂、疼，自行口服去火药没效果，

照镜子一看嗓子里有个“黄豆粒”大小

的疙瘩，就去附近诊所就诊。由于医生

按咽喉炎诊治，一直不见好转，后来嗓

子里的疙瘩逐渐增大，才赶紧在家人的

陪同下到南阳市口腔医院检查。

南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二科

副主任医师蒋子超主任检查发现，王女

士的病情与一般的咽炎不同，她的左上

颌咽侧部及舌根部有一个“红枣”大的

肿物突出于黏膜表面，不规则，颜色发

红，触碰容易出血，颌下有多个花生米

大小的淋巴结。凭借自己30多年的临

床经验，蒋子超立即警觉起来，高度怀

疑王女士患了“左口咽部黏膜鳞状细胞

癌”。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以免口咽部

肿物继续增大，影响患者吞咽、呼吸，

进而危及患者生命。”蒋子超说，“但是

肿物在患者口咽部，由于肿瘤范围较

大，为尽量避免术后肿瘤转移及复发，

考虑行肿瘤扩大切除，术中做快速病理

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若为癌症，则

行左口咽舌颈联合根治术+舌再造术+

胸大肌皮瓣修复术+气管切开术。”

完善各项检查后,经过和患者及家属

充分沟通,他们同意了医生的治疗方案。

为缩短手术时间，口腔颌面外科

团队6名医护人员分工协作，病理科

紧密配合，对切取的肿物快速做出病

理诊断，结果与医生推测的“左口咽部

黏膜鳞状细胞癌”一致。

获得准确的病理依据后，专家团

队迅速展开手术。历经7个小时的精

雕细琢，专家团队终于利用手掌大小

的胸大肌给王女士重建了缺失的舌

体、软腭及咽侧部组织。（高艳红）

11月22日是小雪节气。古语说：小

雪封地，大雪封河。小雪节气后阴气下

降，阳气上升，万物收藏，天地闭塞而转入

寒冬。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中医

科副主任朱黎明提醒，小雪节气后，真正

的寒冬已至，身体有些部位千万冻不得，

一定要做好保护。

脚部“寒从脚底生，养生先养脚”，

脚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如果脚部

受凉，容易致寒邪侵入机体，身体抵抗力

就会下降，很多疾病就会乘虚而入。所

以，冬季一定要注意脚部保暖，穿拖鞋时

也一定要穿袜子，防止脚部受凉。平时

也要常用热水泡脚，穿保暖舒适的鞋子。

脚踝露脚踝易得踝关节炎，现在很多

年轻人把卷起裤腿或者穿短袜露出脚踝当

成一种时尚，但是这种时尚却最容易诱发

关节炎。脚踝是连接人体两个“心脏”（心

脏与脚）的重要枢纽，分布着淋巴管、血管、

神经等重要组织，皮下脂肪层较薄，是人体

较为脆弱的地方，极易受凉。若不注意脚

踝的保暖，不仅很容易诱发关节炎等风湿

疾病，还会使抵抗力下降而导致感冒。

头颈部头颈部受寒会直接导致颈椎

病发作以及头痛等疾病。很多女性都是

长发，冬季头发不容易干，如不及时吹干，

头部受寒极易导致头痛，尤其是在月经期

或者月经前期。还有一些爱美女性喜欢

穿低领衣服，露出颈部，也容易导致头颈

部受寒。颈部大椎穴最怕风寒。所以在

寒冷的冬季外出，一定要加围巾帽子保护

好头颈部以防受寒。

膝关节保护膝关节预防老寒腿。一

些年轻女性在寒冷的冬季却依然短裙飘

飘，虽然美丽却很“冻”人。因为膝关节长

期暴露在寒冷的环境中，会引起血液循环

不通畅，出现腿部酸麻胀痛还有沉重感，

诱发老寒腿。不仅老年人在冬季要做好

膝关节的保暖防寒，年轻女性也要重视冬

季膝关节的防护。（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

员郭晓阳）

书包带长长的，拖在屁股上，不少小

朋友觉得这样背书包既省劲又舒服。其

实，这样的背书包姿势很容易伤害脊柱！

将双肩包的肩带放得很长，背包拖在

屁股上，这种情况下包的重心向下，双肩

关节独立承受背包的所有重量，此时肩胛

提肌与上斜方肌持续收缩，头会向前伸以

保持和背包的重量平衡，头部过度前伸，

离开了身体的中垂线，此时头夹肌与颈夹

肌和头半棘肌就要持续收缩来保护椎关

节，这样就容易导致肌肉应力性损伤。

专家指出，青少年不正确的双肩背

背包方法以及背包过重均不利于生长发

育，会使肌肉发育较弱的青少年脊柱两

侧神经肌肉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从

而发生脊柱侧弯、前凸、后凸及前倾等姿

势缺陷，造成背痛、肌肉酸痛等疾病。

正确的双肩包背法应该是双手握紧

双肩背肩带锁扣下面的可调节带，把可

调节带用力地向后下方拉，一直将可调

节带拉紧至背包的最根部为止，使肩带

紧贴肩关节，背包紧贴脊柱，背包包底落

在腰带上方。这样背部自然而然地就挺

直了，头颈也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中立位，

不用向前伸出去来保持人体的平衡了，

颈肩部的疼痛也就消失了。

另外，背包包底落在腰带上方，这样

背包的重量又可以经过骶髂关节，再经

过大腿与小腿传导到地面，分摊掉一部

分重量。（据人民网）

漯河市中心医院获“中国房颤中心”授牌
成为豫中南地区首家获此殊荣的医疗机构

延津萝卜、柳编带动贫困户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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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商水县人大

代表在黄寨镇

仁济医院养老

中心视察医养

结合成效。该

镇对孤寡老人、

五保户实行集

中供养和医养

结合，为他们提

供养老看病一

体化服务，使他

们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乔连
军摄

“以前来打疫苗要排好长的队，时

间久了大人烦躁、孩子哭闹，现在增加

了接种台，还有人维持秩序，不到一个

钟头就接种完了。”11月19日上午，正

在平顶山市湛河区九里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给孩子接种疫苗的市民张女士

说。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过程中，湛河区卫健委领导班子分

组到服务管理单位蹲点调研，详细了解

医疗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将群众最急

最忧最盼的问题列入专项整治清单研

究整改措施。在得知随着城市发展和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城区预防接种点群

众反映接种难、服务保障跟不上的情况

后，该区卫健委指导接种单位增设预检

分诊台和预防接种台，安装电脑自动叫

号系统，增派人员维持秩序，有效解决

了预防接种难的问题。

此外，该区卫健委对行政审批服务

窗口、业务股室专门制定服务规范，推

行首问负责制和一站式服务，公布服务

事项办理流程，发布温馨提醒，压缩办

理时间，严禁附加任何额外证明材料，

方便办事群众一次办妥审批事项。在

办理《卫生许可证》过程中，工作人员为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提供现场卫生技术

指导，使新许可单位卫生基础设施和条

件更加规范，生产经营场所功能布局更

加合理，从源头上减少了既费钱又费时

现象的发生。

主题教育开展两个多月来，该区卫

健委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基层调研10余

次，将查找出的问题进行归纳分类，制

定整改措施和时限，分别对机关作风纪

律、行政审批服务、预防接种、医疗机构

停车、卫生健康民生实事落实等问题进

行重点督办，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一项一

项整改、一件一件落实，并组织医务人

员到偏远村、对口帮扶贫困村开展免费

体检和义诊服务12次，深受群众欢迎和

好评。（王世欣）

平顶山市湛河区卫健委

聚焦问题抓整改 专项整治解民忧

11月14日，漯河医专召开党委中心

组主题教育11月份集中研学（扩大）会议

暨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会议，学

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和全校党员参加会

议。会议邀请了社科部副教授徐雪平作学

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

徐雪平以《坚定制度自信，强化使命担

当，争做制度的坚定捍卫者和坚决执行者》

为题，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背景介绍、重大

意义、主要内容和如何做制度坚决的捍卫

者和坚定的执行者等四个方面作了一场生

动、透彻的报告。本次讲座既有政治高度，

又有理论深度；既有情感温度，又有知识广

度，激励广大党员要学用结合，继续认真学

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认准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的历史方位，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自觉，把个人的成长进步发展融入

学校发展大局，融入党的伟大事业中去。

通过主题教育，更好地实现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

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卫永强李杨）

漯河医专 学用结合 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