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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免费体检受欢迎

敬老院里来了大专家

濮阳县人民医院

完成巨大脑膜瘤切除术

罗山县人民医院

成功实施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讯
员李亚辉 鲁瑞婷）近日，濮阳县
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采用现代显微
手术技术，成功为巨大脑膜瘤患
者实施手术。

患者今年 66 岁，近几个月
来，频繁出现头痛、头晕，伴随听
力下降等症状，入院 2 天前患者
突然出现全身抽搐伴意识丧失，
遂来医院就诊。经检查发现，患
者左侧额顶部颅板下巨大占位，
脑膜瘤可能，并邻近脑实质受压、
水肿。由于该肿瘤巨大，且质地
坚韧，周边血供极其丰富，手术遭
遇极大挑战。在术前沟通中，该
院神经外科专家将病情和手术的
风险对患者家属说明。出于对该

院神经外科的信任，患者及家属
一致同意手术治疗。

核磁共振检查显示，因为肿
瘤生长时间较长，肿瘤周边与大
脑功能区域紧密相连，术中极有
可能出现动脉破裂。而术后因肿
瘤切除后所遗留的空腔较大，容
易发生颅内出血，可能引发感染、
长期昏迷、视力障碍、听力损害、
呼吸障碍甚至瘫痪等。手术不仅
仅是对患者的考验，更是对手术
医生的一次巨大挑战。手术中，
医生凭借精湛的手术技巧和丰富
的临床经验，对肿瘤进行精细剥
离，耗时 3 小时后将患者的肿瘤
全部切除。目前，患者已经可以
自主站立行走，恢复正常。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高永财 王玉霞）日前，在上级
医院的大力支持和田玉伟教授、
王耀轩博士及副院长包乃密指导
下，罗山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
李光伟带领的手术团队与麻醉
科、手术室等科室通力合作，成功
完成该院首例全腹腔镜下胰十二
指肠切除术。

患者是一名中老年人，因间
断上腹部疼痛 1 个月为主诉入
院，1 个月前因上腹痛在外省一
家医院就诊，腹部CT提示：肝右
叶四段类圆形稍低密度影。医生
建议进行增强检查，发现胆囊增
大，肝内外胆管、胆总管及胰管扩
张，胆总管远端结构不清，怀疑双
肾小囊肿。近日，患者到罗山县
人民医院治疗，腹部增强 CT 提
示：胆总管、胰管及肝内胆管轻度
扩张，十二指肠乳头部稍增大。

医生建议通过检查排除十二指肠
乳头占位、肝功能及胆红素异常
升高。

李光伟与患者及家属沟通病
情后，实施胃镜及病理活检提示
炎症，结合患者临床症状及辅助
检查仍不排除十二指肠肿瘤可
能，经请示田玉伟教授远程会诊
后，表示患者可进行腹腔镜胰十
二指肠切除术，以减少手术创伤、
加快患者的术后恢复；之后，与患
方沟通病情变化及会诊意见后同
意行手术治疗，再给予保肝、退黄
等对症治疗后，于日前在全麻下
进行手术。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为普外科
手术的“珠穆朗玛峰”，手术切除
范围广、吻合口多（胰肠吻合、胆肠
吻合、胃空肠吻合），手术难度大。
此例手术的成功开展，标志着该院
普外科技术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基层技术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姚 娜）近日，由驻马店市
卫生健康体育委、市中医院、西
平县卫生健康体育委联合开展
的“健康天中行·大医献爱心”
医疗科普进基层志愿服务活动
走进西平县焦庄乡，开展义诊
活动（如左图）和健康科普讲
座。乡卫生院、乡敬老院工作
人员以及部分群众共计80余人
参加了活动。

在西平县焦庄乡卫生院，
志愿者们全神贯注地为患者进
行诊断，详细询问病情，认真进
行体格检查，耐心回答患者提
出的问题，最后给出专业的诊
断和治疗方案；并发放宣教资
料，进行联合查房。

在焦庄乡敬老院，专家们
围绕健康生活方式、秋季常见
疾病的预防、中医养生知识等，
为现场群众上了一堂精彩生动

的健康科普课。讲座内容通俗
易懂、授课方式灵活多样，得到
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此次志愿活动旨在通过专
家义诊、健康讲座、医疗业务指
导等，让医疗专家、健康科学知
识走进基层，进一步普及健康
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倡导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群众的健
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促进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

本报讯“幸好你们及时相
救，让我起死回生。”10月11日，一
位老年患者在舞钢市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病房不停地感激救治她的
医务人员。

原来，舞钢市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急诊科、介入科、CT室等多
学科紧密协作，于 10 月 5 日成功
抢救了一名急性脑卒中患者，也

维护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10 月 5 日，对于 74 岁的卜老

太太来说可谓惊心动魄。
当天，卜老太太突发意识障

碍，伴左侧肢体无力，能睁眼，但
呼之不应4小时，其家属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

卜老太太被送到舞钢市人民
医院后，该院内一科医生张惠初

步诊断患者为急性脑卒中，立即
一键启动急性脑卒中救治绿色通
道，介入科主任王健、医生曹争
光，神经内科的王红波、吴乔洋等
紧急会诊，确诊患者为急性缺血
性脑卒中。

征得家属同意后，医务人员
立即予以静脉溶栓治疗。溶栓10
分钟后，患者仍处于昏迷状态，随

时有生命危险。患者由急诊绿色
通道快速转入介入手术室，医务
人员为患者行溶栓后“桥接脑动
脉取栓术”，并成功取栓。

目前，患者已从急诊重症监
护室转入神经内科。在医务人员
的精心治疗下，患者意识清醒，四
肢活动自如，在医务人员面前兴
奋地转动起了双手说：“我哪儿都

好了。”
据介绍，脑卒中是死亡率、致

残率较高的疾病，其中大部分为
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早
期是可治愈的。脑卒中救治黄金
时间为4.5小时，每早争取一分钟
时间，就能多增加一分无残障的
希望。

（杜如红 段泓涛 何松丽）

←近日，漯河市召陵区人民医院开展了消防应急演练。为了加
强医院安全工作，该院邀请消防人员，结合季节性火灾规律和医院
存在的火灾隐患，向医务人员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正
确的逃生方法等。参加培训的人员按照消防人员讲述的操作要领，
迅速进行了应急演练。 王明杰 丁 一/摄

舞钢市人民医院

开通绿色通道 成功抢救一名脑卒中患者

中牟县卫生健康委

加强环境综合整治
本报讯 （记者李志刚 通

讯员薛院喜）近日，中牟县卫生
健康委（爱卫办）组织各乡（镇、
街道）、县直及驻县单位，持续开
展“全城清洁”行动，全面整治市
容市貌、楼院环境卫生、交通秩
序、集贸市场、旅游景区、乡村环
境卫生等，深入推进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

中牟县卫生健康委（爱卫

办）按照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办）
以城乡整洁行动为载体，以清扫
保洁不到位、垃圾积存、垃圾收
集容器和垃圾运输车破旧污损
不密闭、乱贴乱画、乱堆乱放等
内容为整治重点，动员全民参
与，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深化“全
城清洁”行动，持续改善市容市
貌，不断提高城乡卫生管理水
平。

近日，在汝阳县人民医
院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
门口，患者姚先生在家属
的陪同下将一面锦旗送到
EICU 副主任翟丹丹手里，
激动地说：“非常感谢，是你
们让我重新活了过来！”

患者姚先生因不慎口
服农药“敌草快”约 100 毫
升，已治疗 3 天，但病情持
续恶化，随时有生命危险。
家属十分着急，通过山东中
毒研究所了解到，汝阳县人
民医院的翟丹丹曾在那里
专门研修过中毒救治，她不
仅是中毒研修班的优秀学
员，而且在临床中毒救治方
面经验丰富。家属马上带
着患者来到汝阳县人民医
院。翟丹丹结合前期治疗
方案，对患者病情进行了细
致评估。患者为老年男性，
由于服毒量大，所服“敌草
快”主要成分是中毒死亡率
极高的“百草枯”，虽然前期

已经进行了洗胃、血液净化
等，但仍然出现进行性肺纤
维化、多脏器功能衰竭等症
状，生命危在旦夕。

翟丹丹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并和山东中毒研究所
专家联系，了解了“百草枯”
中毒的最新救治进展，带领
该院EICU全体医务人员进
行疑难病例讨论，并为患者
制定了治疗方案。他们一
方面与家属进行沟通，取得
家属的支持和配合，另一方
面带领EICU医务人员从营
养支持到心理疏导，从口服
给药到血液净化，从局部到
整体，从激素应用到多脏器
功能支持。翟丹丹申请药
学部为患者引进了目前国
内 新 型 的 抗 肺 纤 维 化 药
物。在EICU医务人员和患
者家属的共同努力下，患者
入院时持续恶化的病情得
到遏制并逐步康复，住院近
1个月，目前已痊愈出院。

10月1日上午9时零2分，孕妇王某来
到荥阳市人民医院围产保健门诊做例行检
查。该孕妇自诉下体有液体流出，并且尿
液繁多。接诊的副主任医师刘喜兰经过查
体，初步判断该孕妇为胎盘早剥，立即联系
产房做剖宫产术前准备。

9 时零 5 分，病房值班医生李晶晶、助
产士王思源火速赶到围产保健门诊，用平
车护送产妇到产房准备手术。

9时零8分，产房助产士马利红已做好
接诊准备，超声科、麻醉科相关人员也已经
就位。

9 时 12 分，同步进行的产科主任白丽
华已完成与患者家属的术前谈话，并做好
个人准备工作。

9 时 15 分，中途赶来的产科副主任周
慧娜与护送人员会合，并将孕产妇送进手
术室。

9 时 32 分，手术室传来消息，母女平
安。

从门诊就诊到母女平安，30分钟；从进
入手术室到手术成功，仅仅17分钟。

“大气都不敢喘，刚想缓口气，手术就
结束啦！”

“从得知紧急情况到母女平安，太快
了，太稳啦！”

“现在想想还后怕，万幸母女平安。”
事后，该女士与家属回忆起当天的经历，仍感觉不可

思议。该院用专精的技术、默契的配合、负责的态度、高效
的机制，守护母婴平安，保障家庭幸福。

该院专家说，胎盘早剥是妊娠晚期的一种严重并发
症，起病急、进展快，若处理不及时，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此次成功救治，不仅需要医务人员快速反应，还与医院规
范的管理密不可分。经验丰富的围保医生、病房医务人
员、精湛的多学科团队、定期的应急演练，为重症孕产妇的
成功救治筑起了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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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中毒男子获救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崔浩浩

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
讯员王 君）“金秋十月爽，九九
话重阳。日月两重归，相映地
久长。”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如约
而至。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爱老
敬老的传统美德，进一步营造
尊老、爱老、助老的氛围，10 月
11 日，周口市川汇区陈州卫生
服务中心举办了大型文艺活
动，以此表达对老人们的关爱。

当天，川汇区社区建设管

理局相关领导及区卫生健康委
老龄健康股相关负责人、该中
心全体医务人员及病区老年患
者、辖区中老年朋友，共同欣赏
了颍河豫剧团带来的精彩演
出。

在活动中，演员们相继表
演了豫剧《朝阳沟》《雄心壮志
冲云天》《打金枝》等选段，以及
河南曲剧《小苍娃》《李豁子发
家》等耳熟能详的选段，老人们

听得津津有味，不少戏迷情不
自禁地跟着曲调哼唱起来。

陈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
责人说，在今后的工作中，该中
心将继续坚持“一切以患者为
中心”的理念，将人文精神融入
诊疗的每个环节，把关爱、关心
老年人作为一项长期工作，继
续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服
务，让老年人老有所医、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

营造爱老敬老氛围

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卫志强）近日，安阳市文峰
区宝莲寺镇卫生院老年人体检
小分队在宝莲寺镇黎元村为65
岁以上老年人进行免费体检。
此次提供的体检项目包括血常
规、尿常规、空腹血糖、心电图、
肝功能、肾功能等 12 项检查。
在体检过程中，医生认真地检

查老人们的身体，还了解老年
人吸烟、饮酒、体育锻炼、饮食、
慢性病常见症状和既往所患疾
病、治疗方法及用药情况，并为
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

据了解，宝莲寺镇卫生院计
划到 11 月底对全镇 24 个行政
村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全部免
费体检一次。

关爱65岁以上老人
本报讯 （记者刘 岩 通

讯员孙 凯 牛群学）近日，三门
峡市湖滨区涧河街道公园玖号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务人员，
为本小区孝心家园养老服务中
心的老人进行了一次全面体
检。此次体检特意为一位参加
过抗美援朝的老人增加了体检
项目。

公园玖号孝心家园养老中
心住有20多位老人，80岁以上
的老人占60%，最大的90岁，最
小的65岁。有80%的老人因各
种疾病造成肢体、智力、语言及
其他残疾导致生活不能自理。

公园玖号社区卫生服务站
认真履行国家赋予的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政策，为辖区行动不

便、卧床的居民提供上门服
务。该养老服务中心常年住有
20 多位老人，该服务站主动和
养老中心联系，承担了所住老
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不管刮风
下雨，随叫随到，提供看病、诊
断、开药、输液“一条龙”服务。
6年来，该中心已经陪伴了十几
位老人安度晚年。

“为了献血，这段时
间我一直保持良好的作
息习惯，快给我验验血，
看看合格不合格？”近日，
驻马店市中心血站与正
阳县纪委监委联合开展

“为生命接力 为正阳添
彩”无偿献血活动。

在医务工作人员的
指引下，参加献血的同志
依次排队登记、验血、采
血，活动现场井然有序。
近年来，正阳县纪委监委
每年都会举办无偿献血
活动，为驻马店市无偿献
血工作注入新活力。

丁宏伟 刘凌竹
曹子健 王亚南/摄

本报讯（记者刘 岩 通讯
员马 玲 肖 青）近日，渑池县
高质量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要求更好地解决群众看病
就医“急难愁盼”问题；深入领会
凝聚共识，紧盯目标聚合力；聚
焦问题补短板，打通堵点强弱
项；深入推进抓落实，压实责任
促提升。

针对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渑池县要求各成员
单位加快改革步伐，形成改革合
力，切实加强系统谋划和组织领
导，扎实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工作；对照责任清单，及时

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问题，紧
盯目标任务进度要求、质量标准
和关键环节，多措并举、全力以
赴，高质量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和重点改
革工作任务，建立医共体建设督
导机制和考评机制，加强各成员
单位工作落实情况的考核评估。

渑池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结果导向，树立有解思维，
强化责任担当，9月底前，建成实
质意义上的紧密型医共体，12月
底前全面落实，确保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落地生根。

渑池县加强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