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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卫生计生监督局
河南法制报社

1月4日 星期五 雨夹雪

郑大三附院（省妇幼）记者蹲点日记

这个夜班有点儿忙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蕴真 通讯员 华小亚
华小亚//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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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近视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
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的指示
精神，切实落实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等八部门发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
近日，
许昌市卫生计
生监督局在许昌市新东街学校举行许昌市
中小学生
“预防近视，
规范课桌椅”
专项行动
启动仪式。
青少年学生大部分的学习时间是在教室
课桌椅前度过，
如果课桌椅高度与学生身高
不匹配，
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坐姿，
这是造成学
生近视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还可能引
起脊柱弯曲异常，
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和生
长发育。
启动仪式现场发放了中小学生身高和
课桌椅型号对照表，
倡议学校为每一位学生
配置符合要求的课桌椅，
共同呵护青少年学
生的眼睛，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叶晨路）

打击

再次来到郑大三附
院小儿普外科，依然还
是熟悉的场景，医师办
公室前挤满了患儿家
属，办公室里靠墙的两
排电脑前坐着多名护
士、医师，正在整理患儿
的病历档案，还有两名
医师在为患儿家属讲解
病情，一切工作都紧张
而有序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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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落实巡察整改要求，近日，巩
义市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亮剑·蓝盾”专项
行动，针对人口集中、流动性大的城中村、
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严厉打击非法医
疗美容、口腔诊疗、妇科诊疗等行为，进一
步净化整顿医疗服务市场。
此次行动抽调了巩义市卫生计生监督
局全体卫生监督员，出动车辆 4 台，查处无
证诊所 3 家，没收一批医疗器械、药品，现场
制作卫生监督执法文书 3 份，张贴公告并要
求立即停止诊疗行为。据悉，此次行动将
持续到 2019 年春节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就医安全。 （巩义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做好传帮带，
黄华和青年医师、
研究生一同研讨病例
心翼翼地剥除了肿瘤，保住了女孩该侧的卵巢组
织。结束手术后，黄华下医嘱、安排术后事宜……
转眼间，
天已经蒙蒙亮了。
接下来还要交接班、查房，今天的病房里，还有
一名特殊的患儿——3 个多月大的小亮亮。早在
出生第二天，小亮亮就已经上过一次手术台了。这
个早产儿患有严重的短肠综合征，肠道不仅短，还
呈螺旋状扭曲，手术难度较大。虽然黄华顺利为小
亮亮进行了手术，但术后肠道过窄，小亮亮营养吸
收非常不好，面色发黄，瘦得皮包骨头，这种情况长
久下去，会严重影响小亮亮的生长发育。黄华为小
亮亮的父母推荐了上海的专家，但是高昂的治疗费
用让小亮亮的父母打了退堂鼓。
“俺家条件不太好，
一听得好几十万，实在是拿不出啊，俺相信黄主任
的医德医术，所以又回来了。”小亮亮的妈妈说。为
了让小亮亮以最少的费用得到最好的治疗，黄华与
上海的专家多次联系，为小亮亮配置了经胃管微量
泵，5 毫升的营养补给要用 1 个小时时间慢慢推进
患儿的身体。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理，小亮亮原本面
黄肌瘦的小脸开始变得白里透红，干巴褶皱的皮肤
也开始变得饱满润泽了。小亮亮的妈妈一边给河
南法制报记者看手机照片里孩子的变化，一边笑着
说：
“要说我给了孩子第一次生命，那黄主任就给了
他第二次生命。
”
“都说‘宁看十妇人，不看一小儿’。儿科也被
称为‘哑科’，因为孩子不会说话，不能直接表达哪
里不舒服、怎么不舒服，所以一名合格的儿科医生
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黄华告诉河南法制报
记者，一名合格的儿科医生，不仅仅要用心对患儿
进行一时的救治，还要关注其整个生命周期，不仅
仅要关注其生理上的健康，还要关注其将来心理上
的健全。普通外科手术留下的刀痕最少也要四五
厘米，而且疤痕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拉长。突兀
醒目的疤痕会对孩子造成未知的心理影响，所以黄
华和小儿普外科整个团队一直苦心专研腹腔镜微
创手术治疗新生儿消化道畸形（食管、肠、肛门闭
锁，
胎粪性腹膜炎等）、小儿腹部肿瘤等疾病。
救人，是医生的本职，也是黄华从医的初心。
他说：
“一个人做得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做得
好，才能让患儿最大程度受益。一个团队想要做
好，需要团队里的每个人一条心、共同努力，医学进
步无止境，在陈琦主任的带领和科室全体医护人员
的努力下，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能走得更好、更远，尽
最大努力让孩子们恢复健康，也为患儿家庭带去一
份希望。
”

保障

记得第一次来郑大三附院小儿普外科采访时，
该科室主任陈琦曾告诉河南法制报记者，该科室是
由国内知名小儿外科专家徐尚恩、杨启政两位教授
于 1986 年创建成立的，旨在提高我省小儿外科疾
病诊断和治疗水平。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该科室已发展成为具有小儿普外科、小儿心内科、
小儿骨科等 7 个更加细化的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
的小儿专科，被原省卫生厅批准为河南省临床重点
专科。陈琦说：
“30 多年了，我见证了三附院一年
年壮大，三附院也陪伴我一天天变老。”其实，多年
来，该科室一直注重人才培养，注重传帮带，培养出
多名优秀青年医师，现在，该科室人才济济，技术力
量雄厚，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作为一名硕士生导师，陈琦带教出一批优秀的
中青年人才，
该科室主任医师黄华就是其中一位，
而
如今，
黄华也成了硕士生导师，
先后获得 3 项原省卫
生厅科技奖。今天下午 6 点半，黄华发了一条朋友
圈：
昨天这个夜班有点忙，
住院 3 人，
急诊手术两台，
术毕已经是今天凌晨 3 点多，窗外的雪也停了。下
夜班忙完上午11点多才到家，
倒头就睡……
每 6 天就有一个夜班，对从医 20 多年的黄华来
说，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个夜班了，和他一起值
夜班的还有医师谷雅川、何婧等。按照规定的时
间，上午 8 点进行交接班之后，夜班就已经结束了，
可是他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11 点应该差不多能忙
完吧。”黄华说。透过眼镜片，河南法制报记者从他
充满血丝的眼睛里看出了些许疲累，但他依旧强打
精神仔细倾听患儿家属的疑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耐心讲解病情和治疗方案。
“夜班手术的两名患儿要仔细观察，有什么情
况随时跟我联系。”黄华叮嘱医护人员。原来，昨天
傍晚 6 点多，是该科室常规的业务学习时间，学习
刚结束，就有一名从禹州市转院过来的 7 岁多的男
孩，因胆道穿孔胆液外流造成腹膜炎。胆汁具有强
烈的腐蚀性，一旦外流会对其他内脏和组织造成伤
害。就这样，夜班刚开始，在该科室和麻醉科、手术
室夜班医护人员顾士敏、董思远、张杨等人的全力
配合下，为患儿进行术前检查后，黄华走进手术室，
为这名患儿顺利进行了腹腔镜手术。这台手术结
束没多久，又有一名从民权县来的女孩入院，女孩
左侧卵巢长了一个畸形瘤，单侧卵巢只有不到蚕豆
大小，这个畸形瘤比正常卵巢还大好几倍，犹如一
个大鸭蛋，并且扭转了两周半，瘤体扭转容易对正
常组织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甚至让这个孩子失去左
侧卵巢，于是，黄华又走进了手术室，一点一点、小

非法诊疗行为

老人生命健康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煤山街道办事
处社区居民 79 岁老人马金凤领到一块智
能腕表后，十分开心地说：
“感谢党和政府
的关怀，让我晚年的健康和安全多了一道
保障。”这是汝州市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推
出的新举措，政府买单免费为全市文明村
70 至 79 岁的老人发放集心率监测、多重
定位、双向通话、微聊对话、紧急求救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监测智能腕表，保障了老人
的生命和健康安全。此次共为全市 387
个文明村的 28014 名老人免费发放多功
能智能腕表。
据汝州市民政局老龄科工作人员介
绍，这款多功能腕表操作相对简单，每个腕
表均配备一张电话卡，子女只需在手机端
下 载 相 应 App，绑 定 腕 表 设 备 后 就 可 使
用。腕表主要功能有监测心率、定位、一键
呼救、计步等，相当于一部智能手机，还可
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和提醒。同
时，腕表可对老人行踪进行精准定位，防止
老人走失，还可设置出一个安全区域，比如
设置最小半径为 200 米的虚拟电子围栏，
如果失智老人走出安全区域，GPS 定位发
现后就会发出警报通知家属。当老人遇到
意外需要紧急救助时，只需按紧急呼叫，汝
州市养老服务平台和家属手机上都会收到
信息，让老人及时得到救助。老人也可随
时随地拨打汝州市居家养老信息服务中心
24 小时专线电话 12349 享受日间照料以及
代买代购、家政、医疗卫生等居家养老上门
服务。
（郭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