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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剪影人 物剪影人在基层我

贫一线扶

协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15 年，我从河南中医学院（现为
河南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时，恩师王
光安叮嘱我：“为医先修德！”。2016年，
我应聘到宜阳县中医院工作，有幸遇到
科主任王红，她对中医药事业的展望、
对康复科发展的规划，让我坚定地选择
了康复科，并积极参加了中医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

2019年培训结束后，我如约回到宜
阳县中医院康复科工作。3年的学习经
历使我对中医有了更深刻认识。坐诊
时，当我看到患者遭受失眠、抑郁、焦
虑、偏瘫、疼痛等疾病困扰时，我苦寻良
方、辨证施治、精准用药；当患者说“见
效了”时，我感到很欣慰；看着患者经过
康复治疗后由躺到坐、由坐到站、由站
到走、由焦虑抑郁到面带微笑、由一家
人陪护到生活自理，我切实感受到中医
药的神奇，亦更加坚定了学好中医、用
好中医的信心！

今年 1 月 10 日，阳光明媚，我接诊
一名高二女生，前额、两鬓长满痤疮，精
神恍惚，头晕，不善言语，烦躁，和父母
一言不合就吵架。这位女生的舌质暗，
苔黄，脉弦。我诊断其为郁证、肝郁脾
虚证，给予丹栀逍遥散服用，以期起到
疏肝、解郁、健脾、养血的功效。一周
后，这名女生的妈妈高兴地说：“我的孩
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早上起来兴高采
烈地跟我说话，头也不晕了，脸上的痘
痘也明显减少许多……我真没想到，你
开了一个疗程的中药，孩子服用后就获
得明显效果！”

在快节奏与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
社会，巨大的压力使人们身心疲惫，时
常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然而体检又没
有检查出疾病。那么，这时你就可以找
中医调理身体，促使阴阳、气血更加调
和，精力更加充沛……进而达到身心健
康的目的。

今年 2 月 23 日，春风和煦，我收治
一名患者，男，24 岁，大学生，因“脑出
血”做手术治疗，术后因“言语不利、偏
瘫”来康复治疗，我对其进行辨证施
治。1个月后，查体时，我发现他的言语

功能有所改善，右侧肢体力量也增加不少。“之前，孩子不
愿意说话。现在，孩子愿意主动说话了，能够独自上楼梯
啦……”患者的妈妈高兴地说。看着患者的病情有所好
转，听着患者家属认可的话语，我的眼泪瞬间模糊了双
眼……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这样的病例不胜枚举。

在康复科，我看到了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看到了中医
药的独特优势。在为患者治病过程中，恩师王光安叮嘱我
的话时常萦绕在我的耳畔，激励我奋力前行。
（作者供职于宜阳县中医院，文字由刘永胜、王向云整理）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
讯员孙小明）日前，郸城县人
民医院为一例患者成功完成
支气管镜检查。检查过程中，
患者痛苦小、配合度高，检查
后患者无不良反应。此项技
术标志着郸城县人民医院一
项新技术正式启动。

患者刘某今年 74 岁，吸
烟40余年，经胸部CT等检查
后，医生考虑为肺部恶性肿
瘤。患者年老体弱，经皮肺穿
刺活检风险较大，医生评估患
者的病情后，决定为患者做支
气管镜检查。

支气管镜检查是将细长
的支气管镜经口或者鼻置入
患者的下呼吸道，即经过声门
进入气管和支气管以及更远
端，直接观察气管和支气管的
病变，拍摄的图像清晰，操作
比较方便，可以深入亚段支气
管，直视病变部位，还能做黏

膜刷检和活检、经气管镜肺活
检等；对取得的组织以及回收
的灌洗液进行分析，有助于明
确诊断。

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帮扶
专家赵顺鑫的指导下，由郸城
县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呼吸内
科专家紧密合作，顺利完成了
肺内病灶的刷检及活组织嵌
取；检查过程中，患者无不适
感、无痛苦；检查后，患者顺利
回到病房。

据该院心胸外科主任刘
文超介绍，支气管镜检查现已
成为目前肺部疾病临床诊断
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通过支气管镜可以直接观察
肺内气管、支气管病变，对于
不明原因的咳嗽、咯血、哮鸣
音、声音嘶哑、阻塞性肺炎、呼
吸道异物等病因的诊断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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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县人民医院

开展支气管镜检查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姚 爽）近日，在商城县人
民医院医学影像科、CT诊断
室的协助下，胸外科团队成功
开展首例 CT 引导下经皮穿
刺肺活检术，为患者的诊疗提
供了有力依据。

据介绍，CT横断层扫描
有良好的空间分辨率和密度
分辨率，可准确显示病灶的大
小、位置及内部情况，以及与
血管等周围结构的解剖关系，
尤其适用于定位难度大、病灶
在肺门及纵隔附近的患者。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
术是用针刺吸引，对体内病灶
取活组织标本做病理学、基因
学检查的方法，它通过影像精
确定位、穿刺操作，迅速获得
临床所需的组织学标本，快速

检测，对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具
有重大意义。

同时，CT引导下经皮肺
穿刺活检具有创伤小、并发症
少、诊断快速、诊断率高等特
点。其操作方法是指先做
CT 扫描确定病灶最佳的穿
刺点、进针深度和角度，而后
进行穿刺活检，就算是0.5厘
米～1 厘米的病灶也可成功
活检。因此，对常规方法未能
确诊的肺部结节病变、双肺弥
漫性病变等，应用CT引导下
肺穿刺抽吸和切割针活检均
能取得满意结果。

该项技术的开展，将为胸
外科胸部占位性疾病的诊断
提供准确依据，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三级甲等医院
的优质医疗服务。

11 月 21 日，“牵手国寿 共绘华
彩”2020年国寿小画家第十届河南省
少年儿童书画艺术大赛颁奖典礼在
郑州市举行。省级书画大师们为小
艺术家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进行点
评和鉴赏，并颁发了精美奖品。中国
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客户服务管理中
心总经理王新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保险书画艺术研究会书法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傅飞舟，河南省美术
馆公共教育活动负责人彭晓雷、河南
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高超与来自全省
各地的获奖代表与家长、优秀指导老
师代表和媒体记者共140余人出席了
此次活动。

据了解，中国人寿自2011年以来
连续10年举办“国寿小画家”全国少
年儿童绘画公益活动，该项活动已发
展成为中国人寿特有品牌活动之
一。此次“国寿小画家”活动的宗旨
是：激励儿童通过绘画发挥想象力与
创造力，推动国家创新发展，增进社
会各界对儿童的关注度。

据悉，此次活动围绕“抗击疫
情”“脱贫攻坚”“美好生活”3 个主
题，历时半年多，报名参赛人数 3.83
万人，征集作品8000余幅，入驻绘画
类专业机构 26 家。在活动现场，傅
飞舟、彭晓雷、高超、王新庆分别为
特等奖获奖者、优秀奖获奖者代表、
优 秀 指 导 老 师 、优 秀 组 织 单 位 颁
奖。2020 年“国寿小画家”河南地区

代言人刘子皙小朋友还为参会人员
带来了河南省传统豫剧《抬花轿》，
其出色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一阵
阵热烈的掌声。

王新庆表示，感谢社会各界对此
次活动的关注和支持。同时，11月6
日，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在南阳市
内乡县开展“艺术回山”“国寿小画
家”公益爱心捐赠活动，通过现场绘
画、捐助等形式，深度思考扶贫脱贫
话题，用艺术创作助力扶贫公益。希
望通过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发挥孩子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更多的山区
孩子实现绘画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在活动中，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
会欣赏到小朋友们精心创作的艺术
作品，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还举办
了全省优秀绘画作品展。展览的获
奖作品中，画作的形式与技巧各有特
色，主题包罗万象；既有对社会热点
问题的关注，又有对艺术与未来的美
好追求。每一幅创意绘画作品，都是
孩子们创新思维的结晶。

随后，大家一同观赏了《乐之敦
煌·当代数字艺术大展》。画展通过
墙面投影、流沙投影等方式，营造出
神秘、梦幻的视觉效果。

艺术点亮童心，用爱共绘华彩。
10 年来，中国人寿用心守护，为无数
少年儿童照亮了梦想之路。相信在
今后，“国寿小画家”将会秉承公益初
心，砥砺前行，传递爱与温暖。

11月6日上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在南阳市内乡县
大桥乡南王村蒙族小学举办2020年“国寿小
画家”“艺术回山”公益爱心捐赠活动，以实
际行动践行社会公益，助力教育扶贫。中国
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南阳分公司、内乡县大
桥乡的有关领导和南王村蒙族小学100余名
师生参加了这次公益活动。

在活动现场，中国人寿向内乡县大桥乡
南王村蒙族小学捐赠了价值 16500 元的书
包、画笔、画板、画纸、素描纸等110套。当看
到中国人寿一下子送来这么多绘画用品时，
该校100多名师生显得十分高兴。为了增强
孩子们的绘画技能，提升孩子们的绘画水
平，中国人寿还特邀河南省中国书法院副院
长李宝玉来到活动现场，给孩子们讲解绘画
技巧和注意事项，现场指导孩子们完成主题
绘画作品，努力为孩子们的艺术梦想插上飞
翔的翅膀。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绘画，一幅幅充满童
趣和想象力的绘画作品诞生了。其中，表现
青山绿水、环保节能、科技发展、热爱祖国等
绘画主题，活灵活现地跃然于 60 米的长卷
上，欣喜和成就感荡漾在孩子们的笑脸上。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
中国人寿南阳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志

刚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人寿作为与共和国同
龄的国有金融保险集团，坚持聚焦高质量发
展，秉承“成己为人、成人达己”的企业核心
文化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创造
价值、服务社会”的使命和责任，勇担社会责
任，牢记初心使命，用爱心与实际行动扶贫、
扶智、扶志，为乡村孩子们的艺术梦想插上
了飞翔的翅膀，让孩子们用画笔表达自己的
情感，通过绘画描绘自己的理想与未来。

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客户服务管理
中心总经理王新庆表示，中国人寿自 2011
年以来连续十年举办“国寿小画家”全国少
年儿童绘画公益活动，该项活动已发展成
为中国人寿特有品牌活动之一。这次“国
寿小画家”活动走进内乡县大桥乡，就是为

了激发孩子们热爱绘画、喜欢绘画、坚持绘
画的热情，让想象力在这里发生，在这里展
现，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展现才能、放飞梦
想的舞台。

据悉，内乡县大桥乡南王村是中国人
寿南阳分公司的定点帮扶单位。自 2016
年 4 月以来，该公司严格按照南阳市委、市
政府和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扶贫工作的
安排部署，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发展与改善
民生大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解决贫
困村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全力做好对口帮
扶工作。截至目前，中国人寿南阳分公司
分包的南王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9 户，已实
现累计脱贫 17 户，2020 年年底将实现全部
脱贫。

和鹏为患者治病

“家里的门开着，人不在家，不
会走丢了吧……”

“快！赶快问一问！看谁知道
宁老先生去哪里了？”

11月29日，焦作市博爱县清化
镇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队员毕
新忠和张春霞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前往南朱营村的贫困户家中随访。
当他们来到贫困户宁老先生家中
时，发现宁老先生家的大门敞开着，
却无人在家。他们顿时紧张起来，
因为宁老先生患有脑梗死后遗症，
走远路就会因大脑缺氧出现意识不
清，以致找不到自己家的门。当时
已经是20时许，宁老先生会不会走
丢呢？毕新忠和张春霞连忙敲开其
邻居家的门，开始询问宁老先生的
去向。询问邻居后，他们得知宁老
先生可能到不远的地方看戏了。考

虑到宁老先生的病情和人身安全，
他们立即去附近寻找。

到了现场，他们发现看戏的村
民非常多，而且十分拥挤，再加上天
黑，光线昏暗，找人需要近距离观看
才能看清楚。于是，他们就在人群
中逐一察看，寻找了一个多小时，终
于在人群中找到了宁老先生。于
是，他们细看老人的情况后，发现其
病情基本正常。这时候，他们才把
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毕新忠和
张春霞说：“当时，宁老先生的邻居
也不确定其是否去看戏了，我们非
常担心老人走丢了。况且，天气寒
冷，若是走丢了，宁老先生会有危险
的。这不，顺利找到老人后，我们就
放心了。”

毕新忠和张春霞将宁老先生送
到家里，又为其宣讲了健康知识和

服药注意事项，检查了药箱等，宁老
先生非常感谢两位家庭医生。他用
双手紧紧地拉住毕新忠的手，激动
地说：“你们真是太负责任了，就像
俺的孩子一样！”

自健康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毕
新忠和张春霞经常到贫困户家里随
访，为他们排忧解难，做健康体检和
健康指导等。由于长期提供上门随
访服务，家庭医生就成了贫困户的
亲人，贫困户也就成为家庭医生们
的“牵挂”。“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大
多在外务工，一些留守老人患有慢
性病，需要医生提供健康服务。于
是，我们家庭医生就定期为他们提
供上门诊疗服务，经常打电话询问
病情、指导用药等，就像老人们的家
人一样。”毕新忠微笑着说。

（王正勋 侯林峰 张友保）

“今年俺都74岁了，实在害怕做
手术。之前，俺在很多地方治病，也
花了许多钱，就是效果不明显。这
次治疗后，俺的病情有了好转，真是
太感谢你们了。”11月17日，在方城
县古庄店镇卫生院中医堂治疗七八
天后，对治疗效果满意的张老太太
对医生和鹏连连称赞。

原来，张老太太患有腰椎骨质
增生、腰椎滑脱十几年了，疼痛时常
折磨着她。一天，张老太太听邻居
介绍，便来到古庄店镇卫生院中医
堂就诊，经过和鹏的耐心诊断与治
疗，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据该院院长温俊川介绍，古庄
店镇离县城比较近，2014 年以前仅
有3名执业医师坐诊，中医堂技术力
量薄弱，根本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
就医需求，导致很多患者舍近求远
到县级医院治病。2014 年，该院实
施“树名医、创名科、建名院”的发展
战略，和鹏就在当年来到古庄店镇
卫生院工作。他积极配合古庄店镇
卫生院加强科室人才梯队建设；探
索急危重症、疑难疾病的中医治疗
方案；注重治疗措施的合理性、安全

性、有效性；推广中医药特色诊疗技
术，引进新技术、新疗法等。

和鹏是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主治
医师、全科医师、中级推拿按摩师，毕
业于河南中医学院（现为河南中医药
大学）。和鹏自幼酷爱医学，接触医
学知识较早，从事中医骨伤疼痛诊疗
15年。作为古庄店镇卫生院中医堂
的主任，他突出中医药特色治疗优
势，带领团队自创腰椎自体复位法，
通过中医溻渍疗法，打通局部经络，
疏通全身气血，然后在牵引下进行中
医正骨手法复位，使错位的腰椎得到
复位，为许多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解
除了痛苦，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也为患者节省了医疗费用。

现在，古庄店镇卫生院中医堂
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医务人员的
专业理论和诊疗水平得到大幅提
高；开设有针灸、推拿、中药溻渍法、
牵引、中医手法正骨等疗法治疗颈
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等。现在，古
庄店镇卫生院中医堂已经形成中医
特色突出、诊疗水平较高的重点中
医专科，成为全县知名度较高的中
医特色专科。和鹏带领团队创立的

特色脊柱推拿疗法对脊柱相关疾病
引起的颈肩腰腿痛以及相关疑难杂
症具有良好效果。这种能为患者解
除痛苦，避免手术风险的治疗方法
已得到患者的认可。同时，和鹏也
多次被管理部门评为先进工作者。

“和大夫治病效果好，我的腿痛
症状有了明显减轻，上下楼梯也不
痛了。”患者李女士说，她患有骨性
关节炎3年多了，慕名前来治疗，经
过和鹏的仔细诊断，采用中西医结
合疗法，以中医正骨手法为主，辅助
以相应中药，经过十几天的精心治
疗，能灵活走动了。

今年，该院中医堂开始采用推
拿、艾灸、穴位贴敷、穴位注射、埋
线、拔罐、刮痧等中医特色疗法，充
分发挥“简、便、验、廉”的优势，降低
了群众的就医费用，避免了因病返
贫、因病致贫现象发生。

谈到中医堂以后的发展，和鹏
说，他们将以“做成有特色的科室，
树立品牌效应”的发展思路，继续依
托中医药的优势，打造一流的专科，
做好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以此来
造福一方百姓。

毕新忠给老人推拿 崔冬丽/摄

商城县人民医院

首次实施经皮穿刺肺活检术

他们就像贫困户的“家人”一样

卫生院的中医能手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林继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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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温县第二
人民医院内六病区护士长杨
艳霞成功为一名癌症患者实
施PICC导管置入术。

PICC 导管置入术是指
经外周浅静脉穿刺置入中心
静脉导管，其末端位于上腔
静脉，避免化疗药物与手臂
静脉直接接触，因药物直接
到达上腔静脉，药液迅速被
稀释，从而避免刺激性药物
对外周静脉血管损伤；具有
耐高渗、易护理、保留时间长
以及组织相容性好等优点；
大大减少了反复静脉穿刺给
患者带来的痛苦，真正实现
了“无痛输液”；为化疗、营养
支持治疗等患者提供了一条
安全的生命通道。

该患者为肺癌患者，由于

患者需要连续化疗，为了保护
患者的静脉免受损伤，避免反
复穿刺给患者带来痛苦，保证
化疗顺利进行，医生在评估患
者病情和血管情况后，决定对
其实施 PICC 置管术。经与
患者签订 PICC 置管术同意
书及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并制
定相关应急处理措施后，专家
杨艳霞为患者进行了 PICC
导管置入术。

此项技术的顺利开展，不
仅减少了化疗药液在输液过
程中的渗、漏以及局部刺激，
保护了外周静脉，还让患者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新的医
疗技术服务，也促进了该院医
务团队工作质量和诊疗水平
的提升。

（王正勋 侯林峰 李 洋）

温县第二人民医院

实施PICC导管置入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