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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源市卫生计生委、济源市政法委和邵原卫生院一起，来到贫困村北寨村开展“新年送春联”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墨
香四溢，一副副特色鲜明、墨香浓郁的春联、福字，透着喜气、带着吉祥。虽然天气寒冷，但前来领取春联、年画的村民络绎不绝。与
此同时，邵原卫生院健康扶贫义诊小分队也为北寨村村民进行了体格检查等。

王正勋 侯林峰 卢铁军/摄

女性生殖道发育异常有多
种类型，其中先天性无阴道、无
子宫是相对较常见的畸形，俗称

“石女”。“石女”通常体征发育正
常，但青春期后无月经来潮，无
法完成正常性生活。近日，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
大一附院）妇科在微创技术方面
取得新成果，成功为一名少见的
生殖道畸形患者实施了腹腔镜
下子宫颈成形术+盆腔子宫内膜
异位病灶去除术+盆腔粘连松解
术+生物皮片移植人工阴道成形
术，解除了患者的病痛。

患者今年16岁，因剧烈腹痛
及伴随症状，前往郑大一附院就
诊。该院妇科主任医师、教授李

留霞详细询问病史后得知，患者4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周期性下腹
痛，每月一次，每次持续四五天，
进行性加重，伴腰酸、乏力、恶心、
头晕等症状。2年前，患者因周期
性下腹痛加重和无月经来潮，被
诊断为“先天性阴道闭锁”，医生
建议适当发育后进行手术治疗。
患者此次在郑大一附院就诊，被
诊断为先天性无阴道、宫颈闭锁、
宫腔积血、子宫内膜异位症。

先天性无阴道合并宫颈闭
锁是一种相对少见的生殖道发
育畸形，患者有正常发育的子宫
体和子宫内膜，随着青春期的到
来，子宫内膜在卵巢激素的作用
下能够发生周期性变化，产生经

血，但因宫颈口闭锁、无阴道，经
血不能排出，从而聚集在子宫腔
内引起下腹疼痛。随着子宫内
膜的周期性剥脱出血，宫腔内的
积血越来越多，就会发生周期性
下腹痛并逐渐加重。当宫腔压
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宫腔内的积
血就会顺着输卵管向腹腔逆流，
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巧克
力囊肿和盆腔脏器粘连，使疼痛
更加严重，难以忍受。

这种疾病过去常用的治疗方
法是切除子宫，先解除周期性腹
痛，等患者到了结婚年龄再进行人
工阴道成形术。此方法简单易行，
能有效治疗腹痛，但患者会丧失生
育能力。最理想的治疗方案是进

行人工阴道成形术和宫颈成形术，
如果手术成功，患者能够正常来月
经、结婚和生育。但是这种手术非
常复杂和困难，技术要求很高，手
术成功率低，术后复发率高。如果
手术失败，患者则需要切除子宫。

李留霞决心用多年的临床经
验和手术技巧，克服重重困难，为
患者解除痛苦，使患者像正常女
性一样享受幸福人生。

李留霞组织妇科五病区医务
人员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了认真的
讨论，制定了详细的手术和护理方
案。手术中，通过仔细分离，李留
霞准确找到了闭锁的宫颈，进行了
宫颈造口成形，排出积血，再与人
工阴道腔贯通，植入生物皮片并将

皮片及阴道腔的顶端与宫颈口周
围进行吻合，形成阴道穹隆。为了
保证植入的生物皮片成活并预防
宫颈开口及成形的阴道腔狭窄、闭
锁，手术团队自制了带引流管的T
型节育器和中空阴道模塞，分别放
入宫腔和人工阴道腔，保证宫腔残
留积血以及之后经血的排出。

手术取得成功。经过精心的
术后护理和局部管理，植入的生
物皮片成活良好，阴道宽度容二
指。通过定期更换自制的中空阴
道模塞，患者术后月经来潮一次，
经血顺利排出。

出院前，该院为患者进行了
彩超复查，结果显示盆腔、子宫和
附件未见明显异常。

本报讯（记者常俊伟 通讯员王予东 雷曼丽）
建立急诊信息共享机制，开辟卒中急诊绿色通道，进
一步推广卒中“防、治、管、康”适宜技术……1 月 10
日，新乡市中心医院发布新乡市卒中急救地图。

在卒中中心建设、防治网络建设等方面，新乡
市均走在全省前列，构建了“防、治、管、康”相结合
的卒中全程管理模式，并依托防治网络，推动卒中
患者的院前救治、院中规范化救治、院外随访及健
康管理。同时，新乡市通过多学科融合，推动卒中
诊疗技术的应用，使卒中救治技术水平得到提升；
通过推动卒中中心联盟建设，强化对市级、县级医
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培训指导，有力地推动了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卒中院前筛查、院内救治的发
展。

新乡市中心医院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
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委员会授予的高级卒中中心
单位，在新乡市卒中防治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通过建设标准化的卒中多学科联合防治工作模
式，努力提升新乡市各基层医疗机构的卒中诊疗能
力，积极探索卒中的分级诊疗、上下联动、急慢分
治、双向转诊，建立和畅通卒中等神经系统疾病会
诊途径。

新乡市卒中急救地图将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
准、统一管理、统一平台的原则，建立以患者为中心
的区域一体化卒中救治网络，引导患者在最短的时
间内到达有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就诊。作为新乡
市卒中急救地图管理医院，新乡市中心医院将承担
起各县（市、区）卒中患者转运、抢救和各卒中救治
中心或县级医疗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技术培训工作，
起到承接下级和上级卒中中心患者双向转诊的作
用。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郑备战 李 冬）记者近日
从洛阳市中心血站获悉，2018
年，洛阳市无偿献血工作再上台
阶，共有94902人次参与无偿献
血，献血量达 44.23 吨，分别比
2017年增长6.24%和6.45%。其
中，捐献全血者达 86991 人次
34762100 万毫升，捐献机采成
分血者达7911人次11836个治
疗量，保障了全市医疗急救用血
需求和临床用血安全。

洛阳市多措并举，主动作
为，破解血液供需矛盾。2018
年，该市无偿献血工作坚持以街
头献血为主、招募献血为辅、应
急献血为补的原则，积极挖掘新
的增长点，强力推进农村流动采
血工作，让其成为街头献血的有
力补充。洛阳市中心血站全年
下乡461 次，招募献血者28276

人次，占年献血人次的 32.5%，
实现了横向到边（乡镇覆盖率
100%）、纵向到底（已延伸至村
级）的全覆盖。该市还积极做好
应急献血工作，让应急献血切实
成为临床用血的兜底保障；在冬
季、夏季街头无偿献血困难时
期，适时开展无偿献血推介活
动，包括“为爱举手，温暖寒冬”

“情满六月，捐献热血，分享生
命”等，均取得良好效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8
年12月13日，洛阳市第11次获
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全
市623人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856人获得“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银奖”，2331人获
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
奖”，6人获得“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奖”。目前，该市百次献血者
已达87人。

在焦作市妇幼保健院生殖
医学中心的护理团队中，有几
个忙里偷闲钻研心理学的护
士，其中一名护士已经通过了
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考试，取得
了相关证书。“在我们科室，高
年资的护士几乎都在学习心
理 学 的 知 识 ，这 是 她 们 自 发
的，科室里面没有要求。她们
都是挤时间来学习的。”该院
生殖医学中心护士长李婷说。

为何她们会去学习心理学
呢？已经考过心理咨询师的护
士马宇洁说：“学习心理学不是

为了考证，而是觉得工作中需
要这方面的知识。在我们科室
工作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及时
疏导患者的情绪，及时干预患
者的家庭矛盾对于治疗的重要
性。因此，在掌握专业知识之
后，钻研心理学就成了我们的
心愿。”

据了解，焦作市妇幼保健
院生殖医学中心的患者比较
多，护士在这个科室工作并不
轻松。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
生殖医学中心要求护理人员早
上7点上班，中午和晚上也经常

加班。因为这里的患者病情多
样，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也比
较多，所以科室对护理人员的
要求非常高，要求她们除了学
习护理专业知识外，还要熟悉
治疗方面的知识。

“来我们科室的患者心理
压力都非常大，而患者在压力
大的状态下，不管是用药还是
取卵、取精，都会受到影响。在
实际工作中，我们要求医生和
护士及时发现患者的情绪变
化，及时介入，帮助患者调整情
绪。”李婷说，“帮助患者调整情

绪，这很考验医生和护士的沟
通水平，尤其是涉及家庭矛盾
的 时 候 ，更 要 注 意 各 方 的 情
绪。”

“有些时候，看到患者为了
生孩子承受多年的压力和痛
苦，我们也替患者着急。碰到
那些有偏见的家庭，我们也很
无奈，就想多帮助患者一点，让
患者早日实现所愿。因此，我
们科室很多同事就利用业余时
间学习一些科学的方法，希望
在工作中能尽可能地帮助患
者。”马宇洁说。

本报讯 日前，许昌市产
科急危重症救治联盟成立大会
暨许昌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专业
委员会年会举行。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赵先兰被
聘任为联盟名誉主席，许昌市
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巩军被聘任
为联盟主席。

会上，许昌市产科急危重
症救治联盟的近40家成员单位
接受了授牌。专科联盟是医疗
机构之间以专科协作为纽带形
成的联合体，是医疗联合体的
一种形式。许昌市产科急危重
症救治联盟的成立，将充分发
挥许昌市中心医院作为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的带动作用，使全
市各级医院的产科形成合力，
进一步提高许昌市产科急危重
症救治能力。

“联盟成立以后，我们将定
期举办各类学术活动，推广新

技术、新方法，从内部管理、人
才培养、专科扶持、远程诊疗、
双向转诊等方面对联盟成员单
位进行重点帮扶，帮助联盟成
员单位做好产科专科建设，从
而提高全市产科急危重症救治
能力，保障母婴安全。”巩军说。

在当天的会议上，赵先兰、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生儿
科主任徐发林、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任淑敏博士、郑州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专家孙丽君、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产科专家张
靖霄、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专家胡孟彩、河南省人民医院
产科主任武海英、许昌市中心
医院彩超室主任张文辉、许昌
市中心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贾
克娟等分别为许昌市 260 余名
产科医务人员作了精彩的学术
报告。

（王正勋 侯林峰 苗 圃）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
师建华 黎倩苹）1月8日下午，周口
市纪委监委派驻周口市卫生计生委
纪检监察组在周口市中医院举办
了周口市中心城区卫生系统党章

党规党纪和监察法知识竞赛，以促
进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落实新修订的监察法，进一步
提高卫生系统及综合监督单位广大
党员干部学党章、遵党规、守党纪

的思想觉悟和行为自律性。
此次大赛活动采取现场竞答

的形式，分为个人必答、抢答、团队
必答和风险题4个环节，以得分高
低决定名次，共设一等奖1名，二

等奖2名，三等奖4名。来自该市
卫生计生委、周口市卫生计生监督
局、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
口市中医院、周口市中心医院等7
家单位的21名选手参加了本次大

赛。经过激烈角逐，周口市中医院
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周口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代表队和周口市中心
医院代表队并列获得二等奖，其余
4支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本报讯 1月8日下午，舞
钢市卫生计生委在三楼会议室
组织召开全市卫生计生系统行
业作风整顿治理工作会。

按照上级有关要求，舞钢
市卫生计生委决定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卫生行业
作风整治专项行动，以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精神，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行风建设视频会的工作要
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切实解决当前全市卫生
行业中损害行业形象、侵害人
民群众卫生健康权益的突出问
题，进一步整顿卫生行业作风，
优化卫生服务行为，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

舞钢市卫生计生委严厉
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
严肃查处“术中加价”等违法
违规行为；严格执行医疗机构
内部管理制度，严明行业作风
建设要求，严格落实医疗机构
行风制度和组织建设；探索完
善“三重一大”和涉及重大利
益问题的个人事项主动申报、
主动规避、主动监督制度，重
点落实在医疗机构内建立党委
主导、院长负责、党务行政工
作机构齐抓共管的医德医风工
作机制，建立完善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医德医风考评制度，
实行医德医风的一票否决制；
严格落实行风建设组织架构
建设的有关要求，在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要指派人员专职负
责行风工作。（段泓涛 陈会召）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
员彭 波）1月9日下午，河南护理
职业学院与安阳市肿瘤医院联合
办学签约暨教学医院揭牌仪式在
安阳市肿瘤医院举行。

在仪式上，安阳市肿瘤医院

院长徐瑞平说，医学是临床与教
学相结合的学科；实践教学是保
障医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也
是培养临床医学人才的必由之
路。临床与教学可谓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安阳市肿瘤医院与河

南护理职业学院友好协作，是安
阳市肿瘤医院砥砺发展的又一里
程碑。

近年来，安阳市肿瘤医院在
不断强化专科建设，提升专业技
术水平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护理

品质的提升。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作为河南省唯一一所护理职业学
院，为全省的医疗事业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毕业生。

长期以来，安阳市肿瘤医院
和河南护理职业学院一直保持

着良好的合作。此次河南护理
职业学院在安阳市肿瘤医院设
立教学医院，将成为双方进一步
加强联系的纽带，对于促进双方
教育、医疗、学术发展都具有重
要意义。

驻马店加强临床输
血安全管理 为了进一
步规范临床输血管理，促
进临床科学、合理、安全、
有效输血，近日，驻马店
市临床输血安全暨预防
艾滋病经血传播会议召
开。会上，北京医院输血
科主任宫济武、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输血科主
任吕先萍等知名专家分
享了工作经验。驻马店
市及各县 200 多名医院
代表、临床输血相关医务
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进一步促进了
该市临床输血医务工作
者之间的经验交流，总结
了临床输血专业的工作
经验，对提升全市输血安
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丁宏伟 梁少桢）
息县人民医院加入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病专科联盟 近
日，息县人民医院举行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病专科联盟医
院”挂牌仪式。此后，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将
会定期派出专家来息县
进行知识传输、现场指
导、查房、会诊、手术示
教等，在短时间内带动
一批业务骨干快速成
长，以实现联盟内部成
员单位的资源共享，为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方
便、快捷、高效的医疗服
务。仪式结束后，息县
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徐斌
主持召开学术讲座，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主任周红刚、
青年微创专家宋坤锋等
进行了专题讲座。同
时，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椎间盘中心副主任
马海军及宋坤锋现场进
行了“椎间孔镜下手术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手术直播，参会人员表
示获益匪浅。

（王明杰 唐 楠）

郑大一附院为生殖道畸形
少女成功实施手术

本报记者 史 尧 通讯员 曹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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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自发钻研心理学
□王正勋 侯林峰 邱承伟

洛阳无偿献血工作
获得佳绩

许昌市产科急危重症
救治联盟成立

舞钢加强
行业作风整治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安阳市肿瘤医院
举行联合办学签约暨教学医院揭牌仪式

周口举办党章党规党纪和监察法知识竞赛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