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血管医学中心 河南省人民医院（华中阜外医院）

神经疾病医学中心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医学中心 河南省肿瘤医院

儿童医学中心 河南省儿童医院

眼科医学中心 河南省人民医院

呼吸医学中心 河南省人民医院

老年医学中心 河南省人民医院

创伤医学中心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协同单位为郑州市中心医院

妇产医学中心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协同单位为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骨科医学中心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口腔医学中心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传染病医学中心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中心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精神医学中心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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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原阳：：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 （144）

我省计划打造14个省级医学中心
涵盖心血管、神经疾病、肿瘤、儿童等专业类别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普及急救知识 提高急救技能

冬季嘴唇经常起皮
可能得了唇炎

冬季饮食不可“贪热”
专家建议安全的进食温度为10℃~40℃

小小腊八粥浓浓邻里情
1月2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恒

升社区党支部联合朵哈酒店举办“情

浓腊八爱心常在”活动，一大早志愿者

们将亲手熬好的腊八粥一碗碗地送给

环卫工人和居民，并送上节日的祝福，

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郭瑞娜）

泌阳县供电公司 开展供
电优质服务宣传日活动

2019年12月31日，省卫健委下发《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设置心血管等14个专

业省级医学中心的通知》，公布了我省计划

打造的14个省级医学中心及其建设主体医

院名单（见右表），涵盖心血管、神经疾病、肿

瘤、儿童等14个专业类别，建设主体医院均

为综合实力较强的三级医院。

去年3月份，根据国家卫健委规划部

署、结合省内学科发展实际，我省决定在创

建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基础上，选取

具备医、教、研、防、管理能力等，整体实力居

国内先进、省内领先水平的三级医院布局

14个省级医学中心，旨在进一步优化医疗

资源布局，提升区域医疗服务保障能力，推

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这14个省级医学中心的主要职责任务

是，开展全省疑难危重症的诊断与治疗，示

范、推广适宜有效的高水平诊疗技术，辐射

和引领全省医学发展和医疗服务能力提

升；培养临床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整合

现有资源建立全省主要疾病信息库，进行

年度情况分析，预测疾病发病和死亡、危险

因素流行和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组织开

展全省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及时将

国内外临床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协

助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疑难危重症

的诊疗规划，编制疾病诊疗指南、技术规范

和有关标准；整合资源 ，推动开展疾病防治

及医疗保健技术交流与合作；承担突发公

共事件的医疗卫生应急救援；认真落实医

改任务，积极参与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同时，我省对省级医学中心进行了功

能定位，即在疑难危重症诊断与治疗、高层

次医学人才培养、高水平基础医学研究与

临床研究成果转化、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医院管理等方面代表全省先进水平。

同时，还要具备国内竞争力，发挥牵头作

用，引领省域医学技术发展方向，为政策制

定提供支持，协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区

域医疗中心、县域医疗中心，带动全省医

疗、预防和保健服务水平整体提升。（本报

记者郭培远）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卞
瑞峰 马啸）2019年来，原阳县妇联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着力提升贫困

妇女发展创业就业能力，拓宽就业增收

渠道。

该县立足让更多贫困妇女和留守妇

女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先后在12个乡镇

（街道办）举办乡村振兴贫困妇女创业就

业培训班14期，参加培训妇女达1000余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妇女491人，主要

以中医小儿推拿、母婴护理、月嫂家政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操为主；举办县直家

政培训班1期，参加培训人员50余人，20

余人通过进一步培训已经拿到从业资格

证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就业之路。培训

班受到了妇女群众广泛的欢迎和好评。

2019 年，原阳县妇联乡村振兴贫

困妇女创业就业培训硕果累累。2020

年，该县妇联将继续助推乡村振兴，通

过让农村贫困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就业

增收，真正做到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

带就业,拓展农村贫困妇女的创业空间

和脱贫致富渠道，加速推进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实效，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奉献巾

帼力量。

寒风呼啸，天气干冷，一到冬季,

大部分人的皮肤就会变得干燥，特别

是唇部。

“嘴唇及周围皮肤干燥、起皮、脱

屑，以前以为是皮肤缺水，就经常涂抹

唇膏，但并没有改善，偶尔还会加重。”

近日，在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

皮肤科，一名患者向主治医师王康民

反映。

经过检查，王康民告诉患者，他的嘴

唇不是普通干裂，而是慢性唇炎。这是

一种以口唇干燥、皲裂、渗出、脱屑为主

要症状的黏膜病，而且症状时轻时重，日

久不愈。

王康民介绍，引起唇炎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与干燥寒冷的天气有关，也与

经常舔嘴唇的不良习惯及吸烟喝酒、刺

激性饮食有关。一般情况下，唇炎刚发

病时，大家都不会重视，误认为是普通

的上火、嘴唇干裂，往往使用润唇膏来

改善，这样一来反而会拖延病情，严重

时可能引起发痒灼痛、充血肿胀甚至渗

出结痂。

那么，该如何预防唇炎呢？

王康民说，首先要纠正不良的生活

习惯，少吸烟，少喝酒。不要随意使用

抗生素，不要使用劣质或不适合自己的

唇膏，不要盲目去做“纹唇”。改掉咬

唇、咬舌等坏习惯，避免造成黏膜创

伤。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少吃酸、麻、

辣、涩、烫和油炸的食品，更不能吃那些

用工业盐腌制、用“下脚油”炸制的劣质

食品，尽量避免可能引起唇部过敏反应

的各种因素。

王康民强调，一旦嘴唇出现干燥、红

肿、脱屑等症状，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到

医院就诊，找出明确病因，在医生指导下

对症用药，切不可自行服用药物。（本报记

者郭培远）

俗话说：“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

寒。”孩子的脾胃相对虚弱，经常吃太多

会影响肠胃的消化吸收，进而造成我们

常说的“积食”。

积食是小儿健康的第一张“多米诺骨

牌”，这第一张骨牌倒了，将会引起一系列

的健康问题：如咳嗽、发热、肺炎、小儿反复

呼吸道感染、咽炎、头痛、便秘等多种疾病。

郑州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庄探月介

绍，如果孩子出现轻度积食，我们可以采

取食疗的方法进行化解。

鸡内金烤干煮粥 鸡内金可消陈腐

之积，宝宝吃撑了可以买些鸡内金，把鸡

内金烤干磨成粉煮粥给宝宝吃。也可直

接买鸡内金散给宝宝吃。

喂些山楂水 山楂有开胃消食的功

效，将山楂洗干净后切成小块，放入炖锅中

用小火煮熟，之后再根据宝宝个人的喜好

适当加少许冰糖，搅拌均匀后给宝宝喝。

喝点山药粥 山药有平补三焦之效，

对脾胃虚弱的宝宝十分有益，可煮粥服

用。

吃点白萝卜粥 白萝卜有顺气的作

用，在调节小儿消化不良、治疗腹胀上有

效果。所以，在给宝宝准备辅食时，不妨

准备一些白萝卜粥，好吃又易做。（本报

记者郭培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卫生院针对辖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五保户等特殊人群，成立多支

健康巡诊服务队，通过划片随访、定期体检、上门送药等方式深入各村巡诊，进一步织牢健康扶贫保障网，助力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

利。图为高庙乡卫生院医务人员上门为该乡羊虎山村独居贫困老人宁石师体检。侯青峡摄

近日，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

学科主任王春雷及科室7名急救人员，

应邀参加了市实验二中举办的应急救

护科普知识培训。

王春雷主任以“急救知识在身边”为

题，结合生活中常见的意外事故，为100

余名教职工详细讲授了心肺复苏、呼吸

道异物梗阻的识别与急救、外伤止血、骨

折急救知识。急诊医学科急救人员现场

进行了心肺复苏、气道梗阻解除、外伤包

扎、骨折固定等急救操作培训及演练指

导。专业知识讲解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

方式，使参培人员获益匪浅，增强了处理

突发事件和应急救护的能力。

“以心肺复苏（CPR）为代表的急救

技能不是'奢侈品’，而是人人都应掌握

的健康技能！全社会要形成‘人人学急

救、人人敢急救、人人会急救’的良好氛

围，积极打造黄金4分钟社会救援圈！”

王春雷说。（郭海燕）

为更好地向广大群众尤其是贫困

群众提供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普及

健康知识，增强健康意识，日前，方城

县卫健委组织县中医院专家和医务人

员组成医疗服务队，深入杨集镇王保

河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助力健康扶

贫。

义诊活动现场，围满了前来咨询

的群众，医疗专家详细把脉问诊、认真

检查，耐心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并根

据患者的问题提出治疗建议。同时，

县药具店党员志愿服务队还免费发放

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医疗保健知识

等卫生健康宣传资料。

据统计，此次义诊活动为群众义诊

服务92人，发放宣传资料300多份、计

生药具2000只，直接受益群众200余

人。（张栋察房东红）

为进一步提升全院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熟练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2019

年12月27日，孟津县人民医院举行了年终护理、院感知识考核。图为医院护理人员参加

考核。姚伟旗摄

近日，周口义工协会组织卫生医疗志愿者到商水县平店乡平店村开展“健康扶贫”义

诊活动，把免费诊疗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图为志愿者为群众测量血压。赵永昌摄

河南省省级医学中心名单

近日，第六届中国医药教育大会暨

四届五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揭晓

了2019年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科学技术

奖名单并颁发了证书。郑州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肝胆胰腺外科李晓勇教授团

队申报的“纳米刀消融技术在不可切除

肝门部胆管癌中的临床应用研究”项

目，荣获科技创新奖三等奖。

近年来，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李

晓勇教授团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率

先在省内开展纳米刀消融技术，目前

已成功实施手术100余例，开展例数

位居全国第三。为提高国内外临床医

师对纳米刀消融的认识，郑大五附院

已成功举办两届限制性肿瘤消融学术

论坛，吸引广大学者、专家前来学习及

分享经验。李晓勇教授多次应邀出席

国内肝胆胰腺外科学术会议并作学术

报告，向大家分享纳米刀消融在肝胆

胰腺恶性肿瘤临床应用的经验与体

会。其在纳米刀消融技术方面开展的

很多创新性工作，得到同行与学术界

的认可和高度评价。（本报记者 郭培
远）

方城县

健康义诊下乡 助力精准扶贫

郑大五附院李晓勇教授团队

获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科学技术奖

原阳 巾帼扶贫再出发

1月2日，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开

展供电优质服务宣传日活动，组织共产

党员服务队员在城区营业厅设立宣传

台开展志愿服务宣传，现场向客户演示

线上缴费流程，讲解具体操作步骤，指

导客户现场进行线上缴费的同时，该公

司还组织各供电所开展供电服务走访，

了解客户用电需求。王超 摄

宝宝积食不消化？试试四个小妙方

2019年12月28日，信阳市平桥区

召开医疗体制改革动员会，各乡镇、办

事处主要领导和分管卫生副职，医管委

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区卫健系统中

层以上干部，区直医疗卫生单位和民营

医院主要负责人共12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平桥区委副书记黄如福要

求，要将深化医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

抓，顺应民生需求，让人民群众能看得

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人财物等

资源配置上向基层倾斜，推动基层医疗

机构服务能力能有大的提升；做好“放

权、提薪、育才”文章，激发公立医院的发

展活力；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的部署和要

求，着力打通医疗信息平台与医药、医

保等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真正做到让

数据多跑路，让群众不跑冤枉路、回头

路。

同时，要强化舆论意识，加强医改

政策解读和有关知识普及，及时发布改

革动态，大力宣传医改中的新举措、新

进展、新成效。要增强大局意识、协作

意识，各级各部门干部职工，特别是医

疗卫生机构的从业人员，在区深化医改

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上下联动，协

调配合，形成共同推进医改的强大合

力。（陈书艳王志）

近日，较强冷空气来袭，天寒地冻，

许多人偏爱吃火锅、红薯等抵御严寒。

专家提示，长期的过热饮食习惯可能造

成口腔和消化道损伤，提升罹患口腔癌、

食管癌的风险。

“口腔黏膜烫伤多由急食导致，口腔

黏膜是我们口腔的第一道防线，虽然它

对高温不敏感，食物、饮料在四五十摄氏

度时也感觉不到烫。但是口腔黏膜不耐

烫，遇到高温容易烫伤。”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综合诊疗中心副

主任医师周建说，口腔黏膜的耐受温度

在50℃~60℃，当吃东西感觉烫时，食物

温度一般可达70℃，容易导致口腔黏膜

被烫伤。

此外，过热的饮食还会经过食道，食

道表面的上皮细胞比口腔的还要娇嫩，

口腔无法耐受的高温食物，更会损伤食

道。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勇表示，

65℃以上的食物就可能损伤到消化道

黏膜。“我们消化道的温度约为37℃，食

道最高耐受的温度是50℃~60℃。而火

锅的汤料温度可达120℃，刚沏好热茶

温度约为 90℃，都远超食道的耐受温

度。”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称，超过65℃的热饮有可能会增加

食道癌的患病风险。李勇说，过烫的食

物在经过食管时，会烫伤黏膜上皮，导致

破损、溃烂、出血。如果经常食用烫食，

这些部位就会反复受伤，反复受到不良

的刺激，长此以往很可能出现病变甚至

癌变。

专家表示，长期食用65℃以上的饮

食，会破坏口腔黏膜、食管黏膜的细胞，

可能增加罹患口腔癌、食道癌的风险。

冬季饮食切不可“贪热”，建议安全的进

食温度是10℃~40℃。（王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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