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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伍福玲）4月16日，罗山县
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熊殿明在
信阳市中心医院张博、沈春燕、
左莉丽等几位专家指导下，40
分钟内完成该院首例腹膜透析
置管术，成为当地首家完成该
类技术的县级综合医院。

患者刘某，男，64岁，3月22
日以“水肿两月余，加重十几
天”为主诉到罗山县人民医院
治疗。患者身体差，患糖尿病
20余年。

检查结果显示：已达到慢性
肾脏病5期。考虑到患者家庭经
济情况及自身条件，肾内科全体
医务人员讨论后，最终决定为患
者进行腹膜透析治疗。

腹膜透析是指选择最适当
的腹膜透析置管点，准确地将
导管腹腔段末端置于膀胱直肠

窝或子宫直肠窝的技术。置管
的目的是建立腹膜透析液进出
腹腔的通路；建立通畅腹膜透
析通路是进行腹透的首要条
件，也是关键的一步。

术后，护理人员评估患者
的情况，立即利用葡萄糖腹透
液为其冲洗腹腔，观察引出液
的速度、颜色、出量等情况，并
提醒患者及家属注意手卫生，
讲解无菌操作的重要性及合理
饮食等知识。

罗山县人民医院自肾内科
成立以来，相继开展了肾穿刺
活检术、复杂自体动静脉内瘘
吻合术、各种动静脉内瘘并发
症手术治疗、复杂自体动静脉
内瘘闭塞开通术、复杂动脉瘤
切除整形手术、超声引导下球
囊扩张术、腹膜透析置管治疗
术等技术，提升了服务能力。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李 卫）近日，汝南县人民医
院骨科二病区团队通力协作，为
一位97岁的高龄老人成功实施
了左侧半髋关节置换，打破了该
院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最高年龄
纪录。

前不久，家住汝南县常兴镇
的李老太太准备在洗手间洗脸，
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板上。
家人将老人扶到床上，老人的左
腿一直疼痛，并且不能伸展。当
天，家人将老人送到汝南县人民
医院。该院门诊医生明确诊断
患者为“左侧股骨转子骨折”，收
住骨科二病区。

入院后，汝南县人民医院骨
科二病区专家为老人进行了详细
检查和综合评估，认为如果采取
非手术治疗或内固定等治疗方
式，老人极易因长期卧床造成坠
积性肺炎、褥疮等严重并发症，
危及生命，而进行人工半髋关节
置换可以让老人重新站起来。
由于老人年龄大，家属对手术治

疗十分担心。针对这种情况，汝
南县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专家
详细解释了手术治疗的必要性
和安全性，并向其家人建议实施
半髋关节置换术。在详细了解该
院骨科近几年多次成功开展高龄
老人半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案例
后，老人的家属消除了疑虑。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汝南县
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组织多学
科会诊，拟定了最佳治疗方案。
根据治疗方案，多科室分工合
作，不到一小时就为老人完成了
左侧人工半髋关节置换术。术
后，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为了防止压疮、坠积性肺
炎、深静脉血栓形成等，汝南县
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为老人制
定了护理措施，指导并协助老人
在床上进行功能锻炼，护理人员
及时为老人翻身、拍背等。在该
院骨科二病区团队的共同努力
下，术后第三天，老人已经能够
下床活动，家属对该院的技术水
平表示肯定。

汝南县人民医院

为97岁老人置换髋关节

罗山县人民医院

开展腹膜透析置管术

■基层技术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张国定）“病房里住着很舒
心，还有专业的人员照顾，我都
不想回家了。”4月19日，在邓州
市赵集镇卫生院住院的赵老先
生连连称赞。

自 2019 年以来，赵集镇卫
生院按照《乡镇卫生院服务能
力评价指南》规定，成立了“优
质服务基层行”工作领导小组
（以院长为组长，班子成员为副
组长，科室主任为成员的组织
架构），职能科室相互协作，建
立各项工作台账，持续提升医
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优化服
务流程；落实 18 项医疗核心制
度、护理核心制度，加强院感防
控能力，有序推进“优质服务基
层行”。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必
须加强护理管理，改进护理质
量，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患者的
满意度。”赵集镇卫生院院长韩
明相在抓护理工作过程中说，

“护理工作是临床医疗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建立健全

护理管理体系，落实各项护理
常规，积极开展优质护理，对患
者提供全面、全程、专业、人性
化的护理服务。”

为了进一步明确责任护士
的职责，加强护理安全质量管
理，预防护理差错的发生，赵集
镇卫生院转变服务理念和护理
工作模式。在患者入院时，责
任护士热情接待，介绍入院须
知，做好导诊导检服务，合理安
排非护理时段；尊重患者的知
情权，实行事先告知制度。检
查前后、手术前后，护理工作做
到有解释、有指导、有效果。实
行这一工作模式后，住院患者
在整个住院过程中都能感受到
浓郁的亲情，住院患者的满意
度不断上升。

“有些患者陪护过多，在病
房里高声谈笑，影响医疗活动
正常进行和其他患者休息，护
士们文明劝导多余的陪护自觉
离开病房，并在生活、治疗上尽
力为患者提供方便，使患者感
觉到病区就是自己的家，努力

为患者营造温馨、安静、整洁的
治疗环境。”赵集镇卫生院一位
护士长说，实施人性化管理，使
患者有“病房是一个舒适的家”
的感觉。护理人员把“情”与

“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同情
心和爱心的驱使下，恰到好处
地进行管理，让患者在住院期
间感到病区有温暖、有支持、有
理解，从而增强治愈的信心。

“在检查中学习，在学习中
提高。”为了做好“优质服务基
层行”工作，韩明相组织人员到
兄弟单位参观学习创优经验，
查找不足，及时整改存在的问
题；主动邀请邓州市人民医院
专家团队到卫生院查房、坐诊、
授课，培训18项医疗核心制度，
落实护理核心制度；同时，加强
医院文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
严格执行基本用药目录和诊疗
目录，贯彻落实人员岗位责任
制及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加强
业务培训与考核，打造学习型
人才队伍，持续加强对医疗废
物的管理，为辖区居民提供安

全、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缓解
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护理理论学得再好，没有
实践也是不行的。”为了做好医
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有
效衔接，10 个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上午在医院坐诊，下午
空闲时间，韩明相带着他们进
村入户给村民测血压、健康宣
教，做好基本公共卫生履约服
务。在体检中，如果发现有病
的，按照大病、慢性病分别管
理，大病讲清政策，实施集中
救治，慢性病实施签约服务管
理，特别要注意将慢性病患者
按照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实
施分类管理。针对普通患者，
该院制定门诊诊疗方案，并提
供监测指导；针对高危人群，

该院建议去上级医院请专科
医生制定恰当的诊疗方案，并
由签约家庭医生监督实施；根
据慢性病患者的病情，通过就
诊、入户等方式，每年至少安排
一次面对面随访，询问病情，检
查并评估心率、血糖和血压等
基础性健康指标，在饮食、运
动、心理等方面提供健康指导，
做好随访记录，并同步更新居
民健康档案。就这样，赵集镇
卫生院得到老百姓认可，大家
纷纷前来就诊。

自2019年赵集镇卫生院开
展“优质服务基层行”工作以
来，当年门诊量突破 7 万人次
（2018年为4万多人次），2020年
突破10万人次，2021年达到10
多万人次。

邓州市赵集镇卫生院

建立健全护理管理体系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武亚娇）4 月 18 日，记者从栾川
县卫生健康委获悉，栾川县在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多措
并举，为妇女儿童提供全生命周
期服务。

加强疫情防控，保障妇幼安
全，做到“三个强化”。栾川县强
化疫情防控期间孕产妇和新生儿
管理与救治；强化预检分诊、发热
门诊、儿科急诊，进一步提升疫情
防控能力；强化党员干部职工的

政治意识，提高疫情防控政策掌
握水平，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为妇女儿童患者撑起安全保护
伞。

加强项目建设，夯实民生实
事，做到“五个确保”。栾川县扎
实开展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
项目，确保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
率。截至目前，服用 601 人，发放
2178 瓶；扎实开展农村妇女“两
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项
目，确保妇女疾病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扎实开展预防筛查孕
妇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
397人，保障全县妇女儿童健康和
人口质量；扎实开展产前筛查425
人、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 535 人，
确保出生人口素质有效提高；扎
实开展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发放
营养包 8063 盒，发放 4021 人，确
保儿童身体素质稳步提高。

加强体检工作，筑牢健康屏
障，做到“两个推进”。栾川县大
力推进婚检等医学体检，落实登

记跟踪服务，全县共建档 212 人，
婚检 281 对，孕前优生 174 人；大
力推进入托、入幼儿童体检工作，
护航全县儿童身心健康，共完成
602名儿童的体检任务。

加强健康教育，努力打造“三
校”（孕妇学校、家长学校、育儿学
校），实现生命全周期保健服务。
栾川县以孕妇学校为阵地，推出

“孕妇瑜伽+产后修复”课程，线下
受益384人次，成功举办3届大型
室外孕期运动公开课，孕妇手工

课堂开展 6 节课程，受益者达 120
余人次；以家长学校为阵地，开展
准爸爸、准妈妈特色“一对一”分
娩指导、胎位调整等，共有46个家
庭受益；以育儿学校为阵地，通过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孕妇
学校云课堂推送科普文章、进行
网络直播，推动线上线下同步授
课模式，达到线上受益 1 万余人
次；同时，开展 6 次女性讲堂大型
健康科普公开课堂，倡导女性关
爱自己。

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讯
员李晓东）近日，西华县第一医疗
健康服务集团公共卫生部带领外
派专家、总医院家庭医生成员等，
深入聂堆院区和田口院区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更加充分地
体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的优
势和特点，不断提高辖区居民的健
康水平，引导居民树立健康的生活
理念。

在签约服务活动现场，家庭
医生团队成员对所有居民详细讲
解了什么是家庭医生：“家庭医生
不仅是你和家庭的健康守门人，
还能帮助家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预防疾病的发生。”

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利用签约
活动的机会，耐心细致地为居民检

查身体，热情回答居民对各种疾
病的疑问，为居民提供“一对一、面
对面”的医疗服务，讲解防病治病
知识，增强健康保护意识，倡导健
康生活方式；对辖区内的慢性病、
老年人、6 岁以下儿童等特殊人群
做了重点服务，对他们做了健康宣
传、如何建立自己的健康档案、慢
性病如何随访等内容，并让居民知
晓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

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分别又对
辖区内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重
病、残疾等居民，开展了有针对性
的入户签约服务工作，变坐等患
者上门为走村入户把健康知识送
上门。

在居民家中，家庭医生签约
团队开展免费测量血压、测血糖、

指导用药、如何健康生活等服务
活动，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讲解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宣传常见病、儿童保健、慢性
病防治以及疫情防控知识，解答
居民咨询的签订服务协议内容，
让辖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健
康服务。

此次开展的有针对性的入户
家庭医生签约活动，拉近了医务人
员和辖区居民的距离，提高了居民
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充
分调动了居民积极参与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有效落实，
在辖区内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
有效推动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
作的开展。

栾川县卫生健康委

扎实推进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服务

本报讯（记者李志刚 通
讯员薛院喜）近日，中牟县人民
医院总医院广惠街院区医务人
员走进三王村，为 60 岁以上老
年人和慢性病患者进行免费体
检（如下图），认真落实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

在体检活动开始前，街道、
社区、医院多方联动，通过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的宣传
氛围。在活动现场，老人们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戴好口罩，保持

一米距离。此次体检包含了内
科、外科、肝肾功能、血糖血脂、
血尿常规、心电图、B超等一系列
检查项目。除此之外，医务人员
还为应接未接的群众进行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并提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此次活动共计为200
余名老年人进行了体检。

据了解，该院医务人员将持
续为辖区60岁以上老年人开展
免费体检，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
平和生活质量。

西华县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医院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正勋 通讯员
郑雅文）4月15日下午，在温县人民医
院核酸检测点，身穿红马甲的门诊党
支部的党员们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如右图）。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
部就是一个堡垒。多年来，温县人民
医院门诊党支部的党员们在做好各
自本职工作的同时，主动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无论在医院开展的学雷锋志
愿活动和疫情防控工作中，门诊楼各
个岗位和角角落落处处闪动着他们
的身影。

近日，焦作市疫情实现动态清
零，各行各业复工复产，需要做核酸
检测的人员骤增，这就给核酸检测点
的工作带来不小的压力。门诊党支
部得知核酸检测点急需增派人员维
持秩序后，迅速行动，在保障门诊各
诊室医疗服务的同时，安排多名党员

到核酸监测点开展志愿服务。
在长长的待检人群中，这些党员志愿者或微笑着

耐心解答待检人群的疑问，或亲切地询问大家是否需
要帮助，或手持大喇叭维持秩序……汗水浸湿了后背、
嗓子干痛嘶哑，可他们仍在行动。

“他们原来是党员！”当人们看到这些小伙子、姑娘
们胸前熠熠生辉的党徽时，不禁啧啧称赞。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高思杰）近日，永城市卫生
计生监督局根据《关于切实防
范感控风险确保集中隔离点
安全运行管理的通知精神》，
抽调 10 名骨干卫生监督员，
分成4组，走进全市所有集中
隔离点（酒店），对隔离场所
建设、机构设置、场所消毒、
医疗废物处置、隔离人员物
资供应等开展不间断督导、
反馈，保证集中隔离点的运
行安全。

各检查组针对现场发现
的问题，下达了《卫生监督意
见书》，并督导集中隔离点负

责人进行立行立改，不能马
上整改的，限期整改落实，整
改有困难的上报永城市新冠
肺炎疫情指挥部隔离专班协
调解决，确保集中隔离点履
行主体责任，落实防控措施，
避免发生交叉感染，切实保
障医学观察点的医务人员和
入住隔离人员的安全。

永城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将按照要求，进一步加强集
中隔离点的卫生监督检查工
作，切实履职尽责，强化防控
监督成效，让每项防控措施
落在“点”上，让蓝盾之光熠熠
生辉。

永城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督导检查集中隔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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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人民医院总医院广惠街院区

下乡体检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李志超 暴仕藏 邵留洋）
4月17日，南乐县卫生健康委
组织召开保密工作会议，强化
干部职工的保密意识，提升保
密水平，全方位筑牢安全防
线。

当天，南乐县卫生健康
委全体干部职工集体观看了
保密警示教育片和保密文献
纪录片。通过真实事例以案
说法、以案说纪，全体干部职
工了解微信涉密形式和种
类，进一步认清智能手机泄
密风险，从案例中吸取教训，
引以为鉴，牢固树立保密意
识。

南乐县卫生健康委领导
讲授保密知识课；强调加强保
密工作日常管理，细化并严格
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抓紧抓好
保密工作重点环节、要害部
位、重要人员的管理，确保保
密管理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精细化；进一步强化对互联网
门户网站、微信、微博等信息
的发布审查管理，杜绝失密、
泄密风险。

会议结束后，南乐县卫生
健康委全体干部职工签订保
密承诺书，压实保密主体责
任，增强保密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牢固树立“保密无小
事”的观念。

南乐县卫生健康委

增强保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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