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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为何要开设

麻醉重症监护室？
“这是新时代麻醉医疗服务

质量和安全的新需求，适应国家
对麻醉医学这一平台学科发展的
新要求。”在谈及开设省内首家麻
醉重症监护室的初衷时，郑大一
附院麻醉科主任杨建军说，是麻
醉医学迈向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的
发展新趋势、患者对手术安全的
更高要求，催生了这一新兴科室。

其实，在2018年8月8日，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国家发
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的、
一份指导未来一段时期内麻醉医
学发展的重要文件——《关于印
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意见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已
经对麻醉科提供医疗服务的范畴
进行了延展性规定。

依据《通知》，对拓展麻醉医

疗服务领域的要求为“加强手术
室外麻醉与镇痛”，并提出“在保
障手术麻醉的基础上，医疗机构
要积极开展手术室外的麻醉与镇
痛，不断满足群众对舒适诊疗的
新需求。优先发展无痛胃肠镜、
无痛纤维支气管镜等诊疗操作和
分娩镇痛、无痛康复治疗的麻醉，
开展癌痛、慢性疼痛、临终关怀等
疼痛管理。通过医联体将疼痛管
理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延伸，探
索居家疼痛管理新模式。有条件
的医疗机构可以开设疼痛门诊，
提供疼痛管理服务”。

“目前，国内仅有少数医院在
探索建立麻醉重症监护室，河南省
内我们是第一家。这意味着没有
统一的标准、规范和指南可以参
考。”杨建军说，这是一次创新之举，
不过也面临着“边建边学”的压力。

哪些患者要进入
麻醉重症监护室？

“今后，所有四级手术术后患
者，以及其他术中/术后出现手术

并发症，不能够平安、及时返回病
房的手术患者，都将首先进入麻醉
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王勇说。

“对于拥有 700 多张重症监
护床位的郑大一附院来说，麻醉
重症监护室将更专注于接收与麻
醉相关的重症患者，比如术中出
血多的患者、术中出现心脏或脑
部并发症的患者。”杨建军说。

实际上，郑大一附院成立麻醉
重症监护室医护团队，更是成立了
一支更为专业、无缝对接手术麻醉
团队的重症医学人才队伍。这里
的麻醉医生不再单纯关注手术中
的患者，而是实现术前、术中、术后
对患者的全程关注；同时，也避免
了以往综合重症监护室、中心重症
监护室的“脱节”问题。

“麻醉重症监护室的医护团
队由麻醉科管理。一旦遇到大器
官移植这样特别危重的患者，可
能由一位高年资的麻醉医生从术
前到术后‘一盯到底’，直到患者
平安离开麻醉重症监护室。”王勇

说，麻醉重症医学科建立的目标
就是降低三级、四级手术患者的
围术期并发症，降低围术期风险，
降低患者住院费用，加快入院患
者的床位周转。

麻醉重症医学的
发展指向何方？

在此次开诊交流活动中，来
自省内外的多位麻醉医学专家、
学者，还就麻醉重症监护室建设、
麻醉与围术期医学学科建设进行
了研讨。他们一致认为，麻醉重
症监护室的建立，宗旨是对可能
受益的患者提供高水平的医疗和
护理服务，最大限度降低危重患
者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其运
行得好坏直接影响医院特别是手
术科室的工作质量。

“麻醉重症监护室的主要任
务是对危重患者进行抢救和实时
监测，有效缓解或消除麻醉手术
对患者的生理干扰、意外或并发
症，帮助患者安全度过围术期。”
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副

会长、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麻醉科
主任郭曲练表示，从医学发展史
来看，近 60 年来，麻醉科医生已
经成为手术和非手术及危重病情
下调整呼吸和循环以及支持生命
的能手。同时，麻醉科医生可以
为手术患者常规提供加强生命支
持和监测的基本技能，已成为重
症监护室工作的主力军。

“麻醉医学正在向着麻醉及围
术期医学迈进，更为细化的亚专业
分工，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为患者解
决术前、术中、术后的一系列问
题。临床麻醉医学、重症医学、疼
痛医学的相互补充，也将为我院围
术期医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
作用。”杨建军说，麻醉医学作为一
个平台学科，近年来在重症医学、
疼痛科、数字医疗等领域都得到了
快速发展。郑大一附院麻醉科还
将继续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做法，把
围术期患者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力
争尽快建立起一套良好的指标评
价体系和质量安全评价体系。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曾宪国 李太兰）3 月 15 日，
2019 年信阳市妇幼健康暨民生
实事工作会议召开，贯彻落实全
省妇幼健康工作会议和信阳市
卫生健康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18年全市妇幼健康工作，分析
形势，部署2019年妇幼健康暨民
生实事重点工作。

2019 年，全市妇幼健康工
作将紧紧围绕卫生健康工作大
局，以加强妇幼健康服务能力
建设为主线，以提升出生人口

素质为目标，以抓各项政策措
施落实为重点，全面提高全市
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要
求着力构建母婴安全保障体系，
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坚守母婴
安全底线；认真落实母婴安全五
项制度，持续开展“两个中心”标
准化建设，规范医疗机构妇幼质
量管理；压实各级责任，规范孕
产妇死亡评审，探索开展孕产妇
危重症评审，强化母婴安全责任
制；采取切实措施，降低孕产妇

和新生儿死亡率；着力提升妇幼
健康服务能力，扎实推进市、县
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建设，加快
推进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转型
为市级妇幼保健院，力争早日
实现全市有一所政府举办的标
准化妇幼保健院的目标；督促
相关县（区）加快推进列入“十
三五”国家“妇幼健康保障工
程”的县级妇幼保健院建设项
目，确保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积
极推进妇幼保健院评审，强化
综合医院妇幼健康服务工作，

着力提升基层妇幼健康服务能
力；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人员能
力建设，持续开展妇幼民生实
事项目相关人员培训；着力保
障妇幼民生实事服务质量，以
强化质量控制为重点，落实好
省重点民生实事；以出生缺陷
三级预防为重点，完善生育全
程服务体系；统筹谋划妇幼健
康事业发展，探索和推动妇幼
保健机构体制机制创新；进一
步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转型
发展，促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切

实加强党的建设、行风建设、作风
建设，实施患者满意提升工程，认
真落实好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
解决好妇女儿童的健康问题；要
想方设法破解难题，促进妇幼事
业健康发展。

在会上，信阳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对 2018 年度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进行了颁奖；县（区）
先进单位进行了交流发言；为
标准化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
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授予了省
级牌匾。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刘 群 梁 靓）近日，河南科技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肠胃专家为一
名 58 岁的超低位直肠癌患者实
施了经腹腔镜根治性超低位直肠
癌 NOSES（经自然腔道取标本）
手术。这个被称为“微创中的微
创”的新技术，术后出血量还不足
50毫升，不但保留了患者的肛门
及肛门功能，其腹部除了几个穿

刺孔外没有任何手术疤痕。
简单地说，NOSES 手术就

是在腹腔镜结直肠癌微创手术
的基础上，经人体的自然腔道
（直肠或阴道）取出切下来的肠
管和肿瘤。腹部没有辅助刀口，
只有几个微小的穿刺孔。该项
新技术被称为“微创中的微创”，
最适合老年人，尤其适合分期
早、体积相对较小的结直肠肿

瘤，创伤小、恢复快、疼痛最轻。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自2017年引进该项新技术，目前
已成功完成 30 例 NOSES 手术，
为结直肠肿瘤患者带来了福音。

这名 58 岁的男性患者在河
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景华院
区胃肠外科入院后，经结肠镜检
查及肛门指诊确定直肠肿瘤直径
约2厘米，距离肛门仅3厘米；磁

共振检查结果显示，肿瘤侵犯肠
壁浅肌层。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为
患者进行腹会阴联合手术+永久
乙状结肠造瘘手术。但此疗法无
疑会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的生活质
量，增加其心理压力。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景华院区胃肠外科专家刘德纯反
复研究手术方案，并请相关科室专
家进行多学科会诊讨论。最终，医

生成功为患者实施了经腹腔镜根
治性超低位直肠癌NOSES手术。

记者了解到，术后第二天一
早，患者就能下床了，还能经口进
流食。这不仅可以促进术后胃肠
蠕动功能的恢复，大大降低因卧
床产生的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
还缩短了住院时间，降低了费用，
减轻了患者的心理压力，使创伤
降到最小。

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旁边站着
一个孩子，还忙着给患者看病……
近日，这样的一幕发生在济源市
妇幼保健院儿科。

3 月 15 日上午，济源市妇幼
保健院医生王芳迎来了一位带着
两个孩子来看病的妈妈。这位妈

妈怀中抱着一个孩子，手里还牵
着另外一个孩子。

经过一番沟通后，王芳了解
到这位妈妈是来给刚刚满月的婴
儿体检的。随后，王芳将体检缴
费手续开具完成，并交给了这位
妈妈。当这位妈妈准备去缴费的

时候，两个孩子却不乐意了。大
女儿拉着妈妈的手，小儿子也在
哭个不停。

面对这样的情况，王芳二话
没说，将小孩子抱到自己的怀里，
让大点儿的孩子站在了自己身
旁。

“我先帮您看着孩子，放心
吧！”王芳说。

诊室里还有往来的患者，
就 在 这 位 妈 妈 去 缴 费 的 过 程
中，抱着孩子的王芳又接诊了
几位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她
一边轻声哄孩子，一边帮其他

患者开具诊疗单。这一幕被患
者拍了下来，发到了网上，被很
多人点赞。

王芳说：“这件事真的没啥，我
们科室的医生都遇到过这样的情
况。我家也有两个孩子，我非常能
理解这位妈妈。”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管松利 司民权）3 月 14 日
下午，濮阳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合举办了2018 年度“濮阳榜样·
最美人物”表彰大会。大会表彰
了2018年度全市十大行业的100
名“最美人物”，濮阳市卫生健康
系统共有24人受到表彰。

2018 年度“濮阳榜样·最美
人物”评选涵盖“最美教师”“最
美医生”“最美护士”等十大系
列。通过逐级推荐、严格审核、
投票公示等程序，濮阳市油田总

医院肾病内科主任医师薛现军
等10名医生和10名护士被评为
2018 年度“濮阳榜样·最美人
物”。在这次表彰会上，濮阳市
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韩玉
芬家庭、濮阳县人民医院刘风琴
家庭被评为“最美家庭”。濮阳
市妇幼保健院刘云虎被评为“最
美青年”。南乐县城关镇计生站
李治浩被评为“最美职工”。

作为获奖代表之一，薛现军进
行了典型发言。他表示要不忘初
心，珍惜荣誉，加倍努力，以先进的
技术、更贴心的服务回馈患者。

近日，开封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急诊巡讲
团应邀来到驻汴某部
队，开展现场救护知识
技能教育培训，以增强
官兵的急救意识，帮助
提高救护能力。

李 季/摄

3月14日，焦作市人民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用实际行动奉献了一份爱心。

王正勋 王中贺 秦强国/摄

南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表彰一批先进集体 3 月 12
日，南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
在2018年度工作中做出积极
贡献、取得显著成效的方城县
等 7 个县（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南阳市中心医院等 15 个
市直卫生健康单位、卧龙区妇
幼保健院等13个县级卫生健
康单位、宛城区高庙镇卫生院
等27个基层卫生健康单位进
行表彰，将其评为全市卫生健
康工作先进单位，并将南石医
院烧伤整形中心等28个科室
评为全市卫生健康工作先进
集体。南阳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号召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要
以先进为榜样，坚定信心、振
奋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
奋力推进全市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为决胜全面小
康、建设全省重要区域“大城
市”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乔晓娜 梁武军）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巩义
基层实践基地揭牌 3 月 15

日上午，新乡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
巩义基层实践基地揭牌仪式
暨义诊活动在巩义市鲁庄卫
生院举行。揭牌仪式结束
后，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巩义市人民医院、巩义市
中医院、瑞康医院、阳光医院
专家，以及河洛卫生院、鲁庄
卫生院等单位的医务人员开
展了义诊活动，并向当地群
众发放健康教育手册等宣传
资料，普及医学常识和健康
知识，引导群众科学就医。
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后，鲁庄
卫生院将开始承担其“5+3”
全科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学
员的基层实践教学任务，对
方将定期派专家为基地进行
师资培训。基地的设立，将
提升鲁庄卫生院的服务质量
和诊疗服务水平，更好地承
担起辖区居民初诊、康复、预
防等职能，逐步形成“小病在
乡镇、大病到市区、康复回社
区”的诊疗模式，不断提高全
市广大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李志刚 张冬杰 张继艳）

信阳部署妇幼健康
暨民生实事重点工作

“濮阳榜样·最美人物”
卫生健康系统共有24人受表彰

儿科里的“临时妈妈”
□王正勋 侯林峰 郝雯茜

这个“微创中的微创”手术
术后出血量还不到50毫升

省内首家麻醉重症监护室闪亮登场

（上接第一版）要着力做好健康养老、医养结
合。大力扶持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发
展，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试点，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要
着力发展婴幼儿照护事业。要针对实施全面
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
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
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开展妇女“两
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新生儿“两病”（先
天型甲状腺功能低下和苯丙酮尿症）和听力
筛查，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要着力
打好健康扶贫攻坚战。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精准实施健康扶贫，确保“2 个 90%，3 个
100%”，做到贫困患者县域内救治率达到
90%、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到90%，
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100%覆盖、
贫困村拥有标准化村卫生室和合格乡村医生
100%覆盖、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100%
覆盖，确保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阚全程要求，各处室、各单位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全国两会精
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把会议精神融入我
省卫生健康“十大提升工程”和40项重点工作，
转化为推动健康中原建设、让中原更加出彩的
动力。以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为抓手，实施
卫生健康行业党建质量提升工程；以全民健康
素养促进行动为抓手，实施人均期望寿命提升
工程；以县域综合医改为抓手，实施县域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以创建六大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为抓手，实施优质医疗资源提升工
程；以精准施策为抓手，实施健康扶贫提升工
程；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为抓手，实施患
者满意提升工程；以重大疾病防控为抓手，实
施公共卫生服务提升工程；以生育全过程健康
服务为抓手，实施出生人口素质提升工程；以
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为抓手，实施全
民健康信息化提升工程；以贯彻落实《中医药
法》为抓手，实施中医药传承创新提升工程，努
力推动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坚强的健康
保障。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坚决维护”，牢记使命，开拓进取，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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