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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张 岩）10月
13日，河南省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专家组莅临漯河市中心医院，对
该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进行评审
验收。专家组对该院静脉用药调
配中心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认
可。专家组组长王又红宣布，漯
河市中心医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以 937.5 分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
评审验收。

专家组由河南省药学会静脉
用药安全调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王又红、河南省人民医院静脉
用药调配中心主任王姣峰、河南
省肿瘤医院静脉用药配置中心副
主任药师陈卓、许昌市中心医院
药学部副主任赵亮4人组成。漯
河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巩少青、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行政审批中心
主任何翔，漯河市中心医院副院

长杨秀慧、医务科科长罗广立、药
学部主任王瑞、护理部主任侯新
凤、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主任董敬
远全程陪同检查。

专家组根据河南省验收标准
细则八大项七十四小项十项一票
否决条款要求，通过现场查看、资
料查阅、人员提问、科室走访等形
式，对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部门
建设、设施布局、仪器设备运行、
药品及耗材的储存和管理、处方
审核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
查，对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电子
信息管理系统、调配工作操作规
程、质量控制管理、医院感染、人
员资质和配备、规章制度等方面
进行细致核查。专家组经过讨论
和研究，一致同意漯河市中心医
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通过评审验
收。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巩
少青对专家组的验收指导工作表
示感谢，对漯河市中心医院静脉
用药调配中心的下一步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漯河市中心医院副
院长杨秀慧说，静脉用药调配中
心将按照专家组提出的宝贵意见
积极改进，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
一步加强质量控制，不断提高静
脉用药调配业务规范化水平，更
好地服务临床工作。

漯河市中心医院静脉用药调
配中心通过验收，标志着该中心
各项工作已经步入规范化轨道，
在充分发挥药师专业特长、共同
促进“医、药、护”三者联动，提高
临床用药合理性方面迈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

据了解，漯河市中心医院静
脉用药调配中心建于 2020 年 6

月，2021年6月22日正式启用，建
筑面积 920 平方米，配备生物安
全柜9台、水平层流台12台、智能
贴签机 2 台、智能分拣机 1 台，能
够承担全院临床病区包括危害药
品及肠外营养液在内的长期、临
时医嘱用药调配工作，可覆盖床
位2000余张。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现有职工30人，包括23名药学人
员和 7 名护理人员，经过外出学
习、岗前培训，结业考核，形成了

一个理论扎实、操作娴熟的团
队。临床用药医嘱经审方药师审
核合格后，由专业人员严格按照
标准操作规程进行加药混合调
配。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的有效运
行，可充分发挥药师的特长，促进
合理用药，减少医护人员职业暴
露的风险，提高药品调配质量和
静脉用药安全，同时减少临床护
士工作量，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
质护理服务。

洛阳推进安宁疗护试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

员王利豪）除了配备普通病房里
的基本设施外，洛阳市安宁疗护
中心还特别设置了家属抚慰室、
关怀室、配膳室、沐浴室和运动
休闲等功能区域；定期召开患者
家属会议，沟通、协商治疗方案；
举行书法、下棋等友谊赛。这成
为洛阳各级医院探索安宁疗护
的重要参照。

目前，洛阳市有2家三级医
疗机构、9家县级医疗机构、2个
医养结合机构和 1 家乡镇卫生
院开展安宁疗护试点工作。从
2018年3月至今，在该市安宁疗
护中心，累计入住患者 657 人，
在治疗人次、区域规模、开展项
目、区域辐射与影响力方面均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

成为国家首批安宁疗护试点
城市伊始，洛阳就在安宁疗护上
下足了功夫。该市把安宁疗护试
点工作纳入当地卫生发展规划，

成为市委深改组的重点工作、重
点督导内容。2018年，洛阳把完
善市安宁疗护中心建设和县安宁
疗护中心（病区）列入市政府重点
民生实事并强力推进，在全国率
先实施安宁疗护中心体系建设；
2019年，把“对开设老年人安宁疗
护服务机构，医保、按床日补贴或
其他政策支持办法，逐步形成多
层次、广覆盖的安宁疗护服务网
络”列入促进医养结合服务发展
工作行动方案，并出台促进医养
结合服务发展政策，进一步推进
安宁疗护试点工作，进一步完善
安宁疗护发展政策体系。

同时，洛阳明确安宁疗护
机构享受与养老机构同等的免
税免费、建设资金、运营等补贴
政策，成立了市安宁疗护专家
委员会，先后制定了《关于安宁
疗护给予运营补贴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洛阳市安宁疗护试点
单位基本要求（试行）》等政策，

从技术方面规范安宁疗护发
展。

据洛阳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人介绍，该市安宁疗护中心充
分发挥引领作用，为患者制定
卡式评分量表、姑息功能评价
量表等 10 种评估量表，供基层
安宁疗护病区诊断使用；开发
中国版安宁疗护生死教育系统
软件，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介
质广泛传播生死教育知识；开
发安宁疗护评定诊断系统，促
进评定量表在安宁疗护方面的
临床应用，并建立安宁疗护病
区（中心）与肿瘤科、老年科、急
诊科等相关临床科室的内部转
诊、会诊制度，建立转诊绿色通
道；建立市安宁疗护中心、县安
宁疗护中心（病区）、基层医疗机
构和居家安宁疗护转诊、会诊
制度，不断推动安宁疗护各项
工作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

与此同时，洛阳还制定下发
安宁疗护试点单位基本要求及
安宁疗护分工、协作及转介暂行
办法，建立安宁疗护病区设置、
患者收治、住院流程等标准制
度，总结出以患者及家属为中
心，全方位介入，全人、全家、全
队、全程“四全”服务模式；在人
才培养上，委托市安宁疗护中心
召开专题协调会，选拔优秀的医
务人员从事安宁疗护工作，建立
安宁疗护人员岗位培训制度，举
办2届安宁疗护试点培训班，培
训250余人次，培养安宁疗护学
术带头人3人；开展安宁疗护理

论与实践研究，举办学术论坛4
次，通过加强质量建设，强化了
以患者和家属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

通过一系列举措，洛阳市安
宁疗护中心试点工作取得重点
突破。以该市安宁疗护中心为
例，从 2018 年 3 月至今，洛阳市
安宁疗护中心已累计入住患者
657人，其中肿瘤患者367人，慢
性病高龄患者近 200 人，协助
350 余人安详离世，在治疗人
次、区域规模、开展项目、区域辐
射与影响力方面均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

网上配镜靠谱吗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张浥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购成
为很多消费者的选择。不知从何
时起，美瞳、近视镜、远视镜等也
开始在网络平台上售卖，店铺可
以根据顾客指定的度数配远视
镜、近视镜，这让不少人觉得十分
方便。但是，网上配镜真的靠谱
吗？

瞳距可以自己测量？

记者在网上咨询多家店铺后
发现，除了要提供左右眼近视度
数外，店铺都要求顾客自行测量
瞳距。

瞳距可以自己测量吗？河南
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眼科）视光学中心一级验光师王
鸽说，这样测量出来的结果容易
不准确。

“测量时，被测量者的眼睛要
正视前方远处，眼睛不能移动，所
以如果自己对着镜子测量，结果
是不准确的。即使有家人或朋友
的帮忙，也可能无法保证测量者
与被测量者的视线始终保持在同
一高度上，从而造成结果不准
确。正规验光机构用的瞳距仪测

量的是单眼瞳距，即右眼和左眼
的‘角膜映光点’分别到鼻梁的距
离，绝大部分人的单眼瞳距是不
一样的。而网店只根据你自己测
量的整体瞳距除以2来计算单眼
瞳距，是非常不科学的。正规配
镜机构加工眼镜的时候，瞳高一
般也要调整，一般会提高两毫米，
因为正常人戴眼镜会往下滑一点
儿，这些细节网店可能会忽略。”
王鸽说，“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准确
完成对自己瞳距的测量，而在非
专业人士的辅助下，测量结果也
很容易出现偏差。”

瞳距测量结果不准确会有什
么危害呢？王鸽说，瞳距是指两
个瞳孔之间的距离，在配眼镜时，
需要根据瞳距确定光心（眼镜片
最中心的位置）的距离。当光心
的距离与瞳距相等时，配出来的
眼镜才会比较清晰、比较舒适。

瞳距测量不准确时，会导致佩戴
者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疲劳或视物
不清。故瞳距在配眼镜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标。

网上配镜的问题还有哪些？

除了瞳距测不准导致的问
题外，网上配镜还有哪些问题
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角膜接
触镜科副主任吕天斌说，很多患
者反映网购的眼镜戴上后眼睛
不舒服。这是因为网上配镜时
患者无法选择合适的镜架，镜架
尺寸和款式多样，而每个人的脸
型、鼻梁高度都不一样，镜架合
适 与 否 需 要 通 过 试 戴 才 能 确
定。镜架如果不合适，会影响镜
片各项参数的准确性；即使度数
准确，也可能产生棱镜效应，戴
上后让人头晕。

另外，如果选择功能性镜片，

往往需要先选镜架，然后再戴上
镜架测量瞳孔高度，这个过程无
法在网上完成。

医院验光网上配镜可以吗?

在眼科医院进行医学验光
后，拿着验光单从网上购买价格
较低的眼镜。这样可以吗？

王鸽说：“对于有散光度数的
患者，因为网店的加工机可能达
不到全自动加工机的精准度，即
使提供了医院的验光单，验配出
来的散光轴位也可能不准确。轴
位就是散光的方向，如果轴位不
准，方向有偏差，镜片效果就会大
打折扣。”

该院医学验光科副主任石
梦海提醒，验光单不等于配镜处
方，验光单是患者眼睛屈光状态
的一个“测量结果”，配镜时仍要
根据患者的视力情况（近视/远

视/屈光参差）、用眼习惯、年龄、
职业、试戴情况等进行修正才可
以得出合适的配镜处方。因此，
验光和配镜是一项完整的工作，
如果割裂开来进行，很容易出现
问题。

网购眼镜看起来省事，但还
是建议到专业机构验配眼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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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旸）日前，河南省妇
幼保健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与哈密
市妇女儿童医院签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哈密医疗联合体单位”结对共建协议，进一
步推动医疗援疆工作走深、走细、走实。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吴超说，
多年来，河南省妇幼保健院认真贯彻落实
河南省医疗援疆工作部署，源源不断地为
哈密市卫生健康领域输送医疗卫生专业人
才，输送优秀的妇幼保健专家；专家们牢记
职责、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援疆任
务，同时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下一步，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将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
点，进一步拓宽援疆思路，丰富援疆内容，
加大人才援疆力度，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
益。

哈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付剑伟
在签约仪式上说，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两
地妇幼保健领域合作交流站在了一个新
的起点。下一步，哈密市将在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的支持下，努力打造高质量的妇女
儿童医院；共建双方要多融合、多交流、多
创新，加强业务骨干交流互动，开展形式
多样的培训学习。同时，哈密市妇女儿童
医院要在人才培养、专科建设、信息化建
设等方面寻求帮助，抓住机遇、主动切入，
不断提升哈密市妇幼保健服务水平，促进
哈密市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哈密
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

焦作

构建医养服务体系
本报讯 据了解，近年来，

焦作市以医养中心建设为突
破口，积极探索构建多元化的
医养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健康
养老产业转型发展，实现了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能有
护”，形成了具有焦作特色的
医养结合模式。

焦作市委、市政府将医养
中心建设纳入全市重大民生实
事，先后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医
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焦作
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等。各县（市、区）将医养
中心建设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每个县（市）至少
设置1所不低于100张床位的
综合医养中心，乡级每5万人~
6万人规划一个不低于40张医
养床位的区域医养中心。

焦作市卫生健康部门提
供“一站式”备案审批及运营
指导，人社部门提供公益性岗
位和技能培训支持，民政部门

利用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等政策给予支持，医保部门将
医养结合机构纳入基本医保
定点范围，形成了多部门通力
合作，推动医养结合发展的格
局。

焦作市印制《焦作市医养
中心建设及管理指导手册》，
做到有章可循，加强队伍建
设，依托河南理工大学和德国
蕾娜范养老机构开设了三年
制医养护理专业班；依托郑州
澍青医专等实训基地，进行

“订单式”培训。
焦作市目前形成了以博

爱县金城医养中心为代表的
“两院融合型”、以电务医院为
代表的“医养一体型”、以郇封
第二卫生院医养中心为代表
的“医中建养型”、以蕾娜范养
老公寓为代表的“养中办医
型”等模式，推动了全市医养
结合工作全面发展。

（王正勋 侯林峰）

10月是全国“敬老月”。10月13日，河南省胸科医院组织
开展了“赠送爱心健康防护包 关心离退休职工健康”活动。该
院离退休职工工作科为离退休干部送上内含电子血压计、一次
性医用口罩、体温计、抗菌洗手液等日常保健防疫用品在内的

“爱心健康防护包”，受到欢迎。
冯金灿 李家枫/摄

10月14日，在
河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龙子湖校区，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医务人员为
新生做核酸检测。
河南中医药大学老
生于10月11日~13
日分批返校，新生
于10月14日~15日
入学。河南中医药
大学为学生们发放
了爱心防疫包。学
生们严格按照学校
的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佩戴口罩、间隔
排队、扫码测温，从
专 用 通 道 有 序 入
校。

吴晋一/摄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顺利通过验收

专家组现场查看 图片由漯河市中心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