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孩子进入! 彩排"时代
分娩预演首现郑州

一个新生命将要来临# 对于没有做
过母亲的准妈妈们来说#紧张$激动$焦
虑$害怕等情况在所难免#分娩将是怎样
的一个过程呢% 怎么做能让自己舒服一
点%随着海峡两岸医疗合作联盟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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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省内外$ 海峡两岸著名的妇产科
专家$学科技术带头人的亲自坐诊#一项
针对! 孕妈妈分娩彩排"的服务模式悄然
落户郑州圣玛妇产医院&

笔者了解到# 圣玛妇产医院开展的
! 分娩预演"# 就是让准妈妈们提前体验
分娩的全过程#从而消除产前$产中紧张
情绪#使首次怀孕的准妈妈$有过生产经
历的孕妈妈# 在分娩方式上有了全新选
择#轻松体验#快乐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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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 随着国家注重出生人口素质
的政策出台#河南将大力倡导自然分娩#降低
剖宫产' 即剖腹产(率& 造成各医院剖宫产率
一再升高#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产妇分娩恐惧
所致& 郑州圣玛妇产医院为帮助准妈妈了解
分娩的整个过程# 消除产妇由于对分娩过程
的陌生而带来的恐惧# 导入一项全新的国际
化孕期服务模式)))! 分娩预演"# 可以让准
妈妈在分娩时多一些泰然#少一点茫然&

据观察# 部分首次怀孕的孕妈妈在分娩
前#紧张$焦虑$茫然$不知所措的情绪压倒了
怀孕期间所拥有的* 幸福感+#心理负担较重
的孕妇甚至为此患上产前抑郁症&

黄院长说,!* 分娩预演+是郑州圣玛妇产

医院为关爱女性健康# 特别推出的一项人性
化孕期服务模式# 旨在通过让准妈妈们提前
体验分娩过程#感受做妈妈的快乐#以轻松的
心态迎接自然分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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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来说# 圣玛妇产医院推出的分娩预
演#就是为产妇模拟一个完整的入院$待产$

分娩过程,有临产征兆$接诊$产床模拟$分娩
等各个环节#妇产科专家$医护人员为准妈妈

做详细的讲解并进行操作示范#使准妈妈! 亲
身体验"生产的每一个过程#让孕产的过程真
正成为孕妈妈幸福体验的过程&

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妇产科专家讲,

! 貌似简单的过程# 执行起来困难是挺多的#

这就造成分娩预演的实施硬件$ 软件要求十
分苛刻& 医院不仅环境优美$设备尖端#医疗
水平$团队配合要求缜密$快捷& 不仅在每个
服务环节上要求严格参照国际医疗管理标准
#$%

评审标准#而且在产房空气消毒$层流净化
等方面#均必须达到实际分娩时的标准& "

笔者欣慰地看到#郑州圣玛妇产医院在
&&

月初推行分娩预演此项服务#在中原地区尚属首
次& 作为一所致力提供高品质妇产医疗服务的

! 鼎"级妇产医院#处处以人为本#细微处为客户
着想# 最大限度地降低客户因分娩带来的生理$

心理恐惧#传递轻松而快乐的生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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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位体验过! 分娩预演"彩排的女士讲#在
整个体验流程中#! 一医一患一诊室" 的就诊方
式$!

'

对
&

"周到而细致的服务#具有国际一流水
平的顶级设备$ 像妈妈一样慈祥的专家团队#着
实让人! 十分放心"& 整个预演过程的每一个环
节#孕妇都会牢牢记在心里-在她们看来#分娩其
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反而给临产的妈妈们
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

! 彩排"首先由护士长讲解分娩的先兆#即
孕妇在什么情况下立即与医院联系#或者直接去
医院待产&随后参观产房#模拟生产情形..! 整
个过程中#她们的服务简直好得没得说&"体验后
的妈妈们对此赞不绝口&

! 瞧#这是胎心监护仪#到时候可以通过它随
时观察胎儿在子宫内的情况& 这是产床#你可以
经历一下.."! 这是健康球#是用来进行分娩减
痛用的..这是婴儿清洁床#准爸爸到时候可以
陪产.."整个体验过程#圣玛妇产医院留给笔
者的直观印象是,严谨$专业$耐心&

!"#$

KLMN!"#IO&PQRSTTUVWX

YSTTRZC1 [\]!"#$%&&'(""""^_

`a)))*+,-./0$12*-34*>b$cdefg/0

hijk"l

河南商报
!"#" ! $! " % # $%&

mn '( ! op )* ! oqrp +, ! st -./

(")

uvEwxZyz

{|}zs~�Y�

!"#$%&'()*+,-. /0

12+3245). 678%9:);<

=>?@ABC!"#DEF

G$%HIJ'(K8%9:LM

).D;N+O6PQR.>STUVN+

OWPQXF

YZ.[\]^_`abcdNefG

g%&'();hi+OF

Kjkl]j+2+Z.mnoapq

rs.tuvqwxEyz.{|'}2~

�+OF

��>��;%IJ.Q�01�x)

INzw.v���;�F������.�

�>����a������.����F

两年内#高职院校订单式培养生#要占在校生总数的
*"+

以上#中职学校要在
,"+

以上

想要技术人才 先下订单再说
随着地铁$物流港区$保税区的即将运行#

地铁$物流$公交等方面人才#郑州都比较紧缺&

对于一些紧缺人才#郑州职业学校将与企
业联合开展! 订单式"人才培养&

两年内#高职院校订单式培养生#要占在校
生总数的

*"+

以上#中职学校要占到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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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发展的关键是人才的需求#郑州市
市长赵建才说#到

!"!"

年#郑州力争引进创
新$科技型人才

&"""

人左右#创新$科技团队
&""

个左右#力争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郑州人
才资源要占有比较优势&

对于这些创新$ 科技型等人才的引进#

郑州市委书记连维良说#重点看业绩$看成
效#高学历$高职称$海外背景不再作为考量
人才标准的重点&

除高端科技人才外#! 郑州最急迫的人
才需求还包括一线艰苦岗位人才& "连维良
说#教师$公交$保洁$供水$供暖$物业$环卫
等一线艰苦岗位也缺人才& 地铁的建设$运
营都需要专家$技术人才/物流港区$保税区
等也缺少高素质人才&

! 对于一线艰苦岗位人才# 政府也要了
解他们需要什么# 然后再研究政府如何扶
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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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汽车和装备制造$物流商贸$文化创意
旅游$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特色产业#为满足企
业岗位需求#各中等职业学校$高职院校将与企
业联合开展! 订单式"人才培养&

对长期没有订单的专业# 要适当压缩规模#

逐步撤并&

两年内#高职院校订单式培养生#要占在校
生总数的

*"+

以上#中职学校要占到
,"+

以上&

五年内#省级以上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高职
院校#至少引进

&"

家企业在校内建实习$实训基
地#至少确立

*"

家企业作为校外实训基地&

市财政要重点向校企合作共建生产性实习$

实训基地倾斜# 企业用于教学实训活动的设备#

政府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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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职业教育园区化发展#郑州将在中牟产
业园区筹建郑州职教园区&

郑州职教园区重点吸纳省内高职院校入驻#

重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企业培训轮训和高新技
术研发#使之成为全国区域性职业教育培训基地
和现代职业教育综合实验区&

整合郑州市区中职学校优质专业资源#两年
内迁建至职教园区#入住学生规模达到

&-.

万人&

同时# 再完成一处职业教育园区规划和初
建#力争到

!"&)

年#若干专业达到或接近全国领
先水平#争创

&/!

所国家级重点高等职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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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才引进

关键词, 职业教育 关键词, 表态关
注
郑
州
教
育
的
明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