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四
2017 年
10 月
12 日星
策划祁倩责任编辑保仓庭军组版李珊玲

健康
头条

感受中医药魅力
—
——

走进市中医院
上， 不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为传承
中医做出我们应有的时代贡献。” 该院
负责人对记者说。
人才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核心
战略资源。 同样， 中医人才对于一个中
医院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
关心支持下， 信阳市中医院蓄势发力，
大力引进各类人才，以满足临床与教学
需求。同时，在原有人才的基础上，积极
派出各类人才走出去继续深造，实施了
人才的“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战略。“ 这
五年， 我们在人才的数量与配置上，都
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人才配置优
化上下足了功夫，已经形成了‘老中青’
科学配置的人才格局。我们还不断完善
职称晋升制度，进一步优化医院专业技
术人员结构， 不断促进各业务科室高、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合理配置，极大地
调动了各类人才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
这些都对今后医院的发展凸显了长远
的积极意义。”该院负责人对记者说。

弘扬中医使命担当

图为中医药师承教育指导老师高国举正在带师承人为群众看病。
中药炮制的全过程。
报记者 李宇
□本
中药材在应用或制成剂型前， 进
岁的琪琪正在市中医 行必要加工处理的过程， 又称炮炙、修
， 四
10 月
9日
院儿科接受小儿推拿按摩治疗。由于琪 事、 修治等。 其中炮炙也专指用火加工
琪本身肠胃就不太好，加之假期饮食不 处理药材的方法。由于中药材大都是生
规律， 不得不来医院看病。 出于对传统 药，多附有泥土和其他异物，或有异味，
中医的信任，琪琪的父母带着琪琪来到 或有毒性， 或潮湿不宜于保存等， 经过
了市中医院儿科。“ 之前有朋友的孩子 一定的炮制处理， 可以达到使药材纯
在中医院儿科接受过中医治疗，坚持下 净、 矫味、 降低毒性和干燥而不变质的
来效果非常明显。我们本身对中医就有 目的。另外，炮制还有增强药物疗效，改
着深厚感情。孩子本身消化功能不是太 变药物性能， 便于调剂制剂等作用。中
好， 在这里接受定期的小儿推拿按摩， 药炮制方法通常分为修制、水制、火制、
这对琪琪现在的病情和今后的健康都 水火共制和其他制法5大类。“像王女士
有着长远的积极效果。” 琪琪的母亲陈 这次带来的中草药，经过我们的炮制处
女士对记者说。
理， 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制成药丸。这
让更多的中医技术运用到儿科，让 样在不改变药性的情况下，服用更加方
更多的小儿享受中医的健康福祉，已经 便。 这可是我们中医传统的工艺， 老祖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作为我省最早成立 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负责中药炮制
的五所中医院之一的信阳市中医院，从 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年初建时矮小、 简陋、 面积不大 大国工匠既有现代高精尖的技术
1952 年
的房子，到如今正在规划全新的羊山新 工种， 也有我们流传千年的传统工艺。
区新院；从当初区区只有20余人的医务 炮制工艺与中药息息相关，共同组成了
人员， 到如今集医疗、 急诊、 保健、 康复 独居魅力的中医文化。“ 我们中医院目
为一体，科室设置齐全、服务质量优良、 前已有600余种各类中药， 其中常见的
中医特色明显的二级甲等中医院，历经 有400余种， 基本满足了广大群众的用
风雨， 走过了65 年的辉煌历程。 特别是 药需求。 我们还沿用了中药炮制工艺，
党的十大以来，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 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中药服务。传承传
视中医药事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 统工艺， 更好地发挥中药效用， 不断为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 在市委、 广大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该院负责
市政府和市卫计委的正确领导下，信阳 人对记者说。
市中医院紧紧抓住发展机遇期，不忘初
推广中医惠及大众
心， 继续前行， 谱写了砥砺奋进的精彩
在市中医院康复科，每天都有许多
篇章。
本期“ 健康信阳” 走进信阳市中医 颈肩腰腿痛的群众来这里接受康复治
院，与广大读者一起重温中医院走过的 疗。 颈肩腰腿痛科是信阳市中医院的
闪耀足迹。
特色科室， 素以针灸、 推拿、 特殊复位、
理
疗等多种方法专攻颈椎病、腰椎间盘
传统工艺中药炮制
突出症、肩周炎、腰肌劳损、急性腰扭伤
民王阿姨将买 等颈肩腰腿痛疾病见长。“ 我们大力发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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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中草药交给了市中医院负责中药 展康复医学科， 业已形成规范化、 系统
炮制的工作人员。这让我们有机会目睹 化的综合治疗模式， 疗效显著。 特别是

罗
山
县
建
立
心
血
管
疾
病
专
科
联
盟

健康新闻03

本报讯（ 杨 骏） 经
过积极筹备，9 月30 日， 罗
山县心血管疾病专科联
盟启动仪式暨心电远程
会诊培训班在罗山县人
民医院大礼堂隆重举行。
北京安贞医院急危重症
中心主任张新勇、 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
科主任陈利昌及各兄弟
医院代表近300 人应邀参
加了活动。 仪式开始前，
各乡镇医院院长分别与
县医院签订了《 心血管内
科专科联盟协议书》。
随后， 特邀专家陈利
昌教授和张新勇教授分
别就心血管疾病诊疗知
识进行了精彩分享， 县人
民医院心内科主任秦宏
政就心内科概况进行了
汇报， 心内科青年医师潘
帅做了急性心梗病例分
享。 当天下午， 中关村华
医医疗技术创新研究院
工程师为乡镇医院人员
进行了心电图上机操作
培训。
心血管疾病专科联
盟建立后， 乡镇医院将能
够与县人民医院在心血
管疾病领域开展密切交
流合作， 实现技术共享、
双向转诊、 远程会诊， 极
大地提高对心血管疾病
患者的救治效率， 从而加
速带动全县心血管微创
介入治疗领域的发展步
伐。

本报记者 戴子翔 摄
我们将非药物治疗的中医技术运用到
康复理疗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康
复治疗方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肯
定。”该院负责人对记者说。
针、 灸、 推拿、 刮痧、 火罐、 理疗、 火
疗、药物熏蒸、热敷、贴敷、文化养生、食
疗养生、经络养生等中医非药物治疗已
经在市中医院全面推进，为全市广大群
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医疗服务。市中医
院始终坚持突出中医特色，走专科发展
之路， 围绕专科建设需要， 积极调整医
院功能布局，为发挥中医重点专科优势
搭建新平台。“我们在今年年初提出，要
加强专科建设，凸显中医特色的发展理
念。 我院统筹规划， 整体推进， 有计划、
有步骤地建设一批临床重点专科，并以
专科建设为抓手，努力保持和发挥中医
药特色优势， 狠抓专科建设动态管理，
建成了一批具有浓郁中医特色的专科
群体。 在丰富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内涵
上， 我们加快中医非药物诊疗项目引
进，结合各科实际新开展了督灸等数十
种中医诊疗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该院负责人对记者说。

人才战略站位长远

为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动中医
药学术继承与发展，加快中医药人才培
养，9 月20 日， 信阳市卫生计生委、 信阳
市中医管理局举办了全市首届中医师
承教育工作拜师仪式。市中医院的董长
富、 叶光宇、 李江信、 高国举、 应励等五
位老中医成为中医药师承指导老师。他
们同时被授予“信阳市中医药薪火传承
人”“信阳市中医药师承教育指导老师”
荣誉称号。“继承与发扬中医，是我们中
医人义不容辞的使命。我们医院有五位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获得这些荣誉，是我
们全院人的骄傲。这些老前辈长期以来
默默坚守中医事业， 令人敬佩， 极大地
激发着全院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奋发向

在光山县孙铁铺乡卫生院，信阳市
中医院派出的专家正在为当地的村民
提供各类医疗服务。自从市中医院与孙
铁铺乡卫生院成为结对帮扶后，中医院
的专家就经常对该乡卫生院各科常见
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医疗救治等方面
提供医疗支持，同时捐赠药品、资金、物
资，并多次举办各类培训班。“把我们医
院优质的中医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让
广大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
疗服务，是我们实现分级治疗的一个重
要部分。我们先后深入社区、乡镇、街头
开展医疗服务， 还奔赴新县、 光山等县
（区
） 的
偏远乡镇卫生院开展义诊交流
活动。我们的医务人员还深入贫困群众
家庭，陪他们拉家常、问健康，带着仪器
设备免费健康体检，而且为长期卧病在
床行动不便的老人把脉、 针灸， 长期上
门提供‘ 家庭医生’ 式的保健服务。” 该
院负责人对记者说。
，信
阳市中医院荣获由中共
2016 年
河南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卫计委
等十二家单位联合授予的 “全省文化
科技卫生‘ 三下乡’ 先进集体” 称号， 以
表彰其在“三下乡”工作中的突出贡献。
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信阳市
中医院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卫生
计生委相关要求，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进一步细化创建内容， 明确责任目标，
多措并举， 全员投入， 努力形成创建工
作合力。加强了基础设施改造和院区及
家属院区环境卫生整治，开展了卫生大
扫除和文明志愿服务，以及卫生志愿者
进社区和普法宣传进社区等活动，以积
极有效的行动扎实开展国家卫生城市
建设工作。
还看今朝，市中医院新一届领导班
子带领全院广大干部职工锐意进取，砥
砺前行， 必将迈上更高的台阶。 展望未
来，全新规划的羊山新区新院正在如火如
荼有序推进中。 建成后的羊山新区新院，
将更好地传承中医文化， 更好地造福信
阳广大人民， 更好地助力健康信阳。同
时广大市中医院的干部职工必将以饱
满的热情， 肩负传承中医的使命， 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卫生与健康部

邮箱：qi-qian@163.com

我市举办第五届卫生计生监督技能竞赛
本报讯（郭海平 许云飞） 为提升
全市卫生计生行政执法人员能力素质，
提高卫生计生行政执法水平， 推进服务
型行政执法建设， 构建法治政府， 日前,
由信阳市卫生计生委、信阳市总工会联
合主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承办的信阳
市第五届卫生计生监督技能竞赛在信
阳开元国际大酒店和信阳职业技术学
院新校区举行。
市卫计委主任王亚玲在开幕式上
说， 开展卫生计生监督技能竞赛活动，
不仅是监督员个人技能的比赛， 更是各
县区卫生计生监督机构整体水平与能
力的检验与考核，是我市卫生计生监督
队伍的又一次全员大练兵。 通过卫生计
生监督技能竞赛，引导和激发广大卫生
监督员钻研业务， 提高执法操作技能，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促进监督员规范执
法、 履行卫生战士的职责。 要以竞赛为
契机， 培养出更多知识丰富、 技术精湛
的卫生计生监督人才，在今后的工作中

能够服务有方、执法有力、监管有成， 更
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根据全省竞赛活动方案, 此次技能
大赛设置了4个项目,分别为放射卫生和
计划生育监督法律理论知识考试、 综合
办公软件技能理论考试、案件评析、PPT
制作技能。通过闭卷笔试和计算机操作
等方式进行比赛，全面考核参赛队员的
执法技能。 全市9个县区卫生计生委和
市卫生计生监督局10 支代表队共60 名
选手参加了比赛。
我市将通过竞赛比武， 选取优秀人
才组成代表队，代表信阳市参加今年11
月份举行的全省卫生计生监督技能竞
赛。 此次技能大赛在练兵的同时， 为鼓
励全市卫生计生监督人员干事创业的
精神， 本次大赛将继续设立“ 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奖项。信阳市卫生计生委根
据选手在全市和全省比赛中的表现， 综
合第一名的， 将按程序积极向市总工会
申报“信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安全用药小知识
问：中草药没有毒性吗？
中草药之所以能有治疗作用， 是因
为其中含有有效的药物成分， 这些成分
的化学结构一般比较复杂， 也不会只对
某个器官发挥作用。服用中草药也能引
起的毒副反应，不能随便多服。
问：滋补药会引起不良反应吗？
滋补药本身也是药， 药品本身都有
两重性， 不但要遵守规定的用法用量，

而且在正常用法用量下也能在一部分
人身上引起不良反应。 例如人参， 已有
许多不良反应的报告，其中有些人是没
有按规定的用法用量使用， 有些人是因
为药品的质量有问题，如未按规定条件
贮存、炮制、加工等，也有些人是按正常
用法用量服用后引起了皮疹、 咽喉刺激
感、精神兴奋、失眠、易醒、神经衰弱、 血
压升高等。
（ 代波
）

十)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二
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
34. 吸
症、 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
疾病，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至
少减少10年。
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 约有7.4亿
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 每年
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100 万。
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导致的多种慢性疾
病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烟草烟雾含有7000 余种化学成分，
其中有数百种有害物质， 至少69 种为致
癌物。吸烟及二手烟暴露均严重危害健
康，即使吸入少量烟草烟雾也会对人体
造成危害。

吸烟可导致多种癌症、 冠心病、 脑
卒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糖尿病、 白内
障、 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骨质疏松等疾
病。 二手烟暴露可导致肺癌等恶性肿
瘤、 冠心病、 脑卒中和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等疾病。90% 的男性肺癌死亡和80%
的女性肺癌死亡与吸烟有关。 现在吸烟
者中将来会有一半因吸烟而提早死亡，
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至少减
少10年。
完待续)
(未

健康卫生知识

做种植牙 当心“低价”陷阱

上午， 信
9月
27 日
阳市卫计委“传递书
香、共享健康；扶贫帮
困、奉献爱心”捐赠图
书和秋冬衣物仪式在
息县庞湾村会议室举
行。 本次活动共收到
委机关、 市中医院等
单位干部职工捐赠的
图书3160本， 秋冬衣
物6356件。
本报记者袁野摄

种植牙已经是一项比较成熟的技
术，其成功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然而，目前信阳大大小小的口腔医
疗机构上百家，其中一些机构在没有种
植资质的情况下就实施种植牙手术， 还
打出“低价”吸引患者。 信阳名洲牙科医
院种植科专家王忠斌提醒， 种牙不要只
看价格， 还需全面考察机构的资质、 硬
件和技术、 售后服务等， 否则可因操作
不当等原因造成种植体周围发炎等后
果，最终可能导致种植失败。
贺姨在4 年前因患重度牙周病， 未
能及时治疗而导致多颗牙齿缺失， 后通
过活动假牙修复， 她一直感到咀嚼无力
又经常磨破牙龈， 最大的问题是活动假
牙直接影响了她对美食的味觉反应， 生
活品质严重下降。 上个月， 她到一家口

腔机构花了1万元种了2 颗牙， 两周后牙
龈红肿疼痛，不能进食。 近日， 她到信阳
名洲牙科医院检查后发现， 种植体周围
已经发炎，无奈之下只好取出种植体。
信阳名洲牙科医院王忠斌院长介
绍说， 种植牙的价格一般由种植体、 基
台和牙冠三部分组成， 是由缺失牙的位
置和种植体品牌、 牙冠等决定， 一颗种
植牙的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种
植牙的价格不一定是越贵越好， 但如果
见到异常的“低价”， 就要对其安全性考
虑得更全面些。他建议选择有种植资质
的专业牙科医院和医生做种植， 而且医
院可以提供良好的“ 售后质保服务”， 因
为种植牙患者在手术后每3—6 个月就
要做一次定检和维护。
洲牙科供稿）
（名

为什么要提倡捐献血小板

商城县人民医院加强岗位廉政风险防控
本报讯（记者袁野）为进一步强
化医务人员廉洁自律意识，9月28日下
午， 商城县人民医院在病房一楼大会
议室召开“以案促改”工作暨岗位廉政
风险防范教育大会。
会议传达了全市卫生系统以案
促改案件剖析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
一要提高站位， 认清反腐形势。 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

好各类专项整治活动和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 坚决防止“ 四风” 问题反弹。
二要突出重点， 坚持以案促改。 一是
突出案例剖析， 二是突出风险点查
找， 三是突出问题整改。 三要履职尽
责， 推进标本兼治。 领导班子成员要
以身作则， 自觉抵制各种不良风气，
认真履行“ 一岗双责”， 做好本职工
作， 带好队伍。 要加强全院干部职工

法纪法规教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以学促干、 以考
促干， 学深悟透、 学以致用， 做到学
习工作“ 两不误、 两促进”， 以滴水穿
石的韧劲和锲而不舍的恒心，持之以
恒抓好作风建设，以扎实的纪律作风
和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血小板是血液成分的一种， 由骨
髓造血组织中的巨核细胞产生， 其主
要功能是促进止血， 加速凝血， 防止
出血。 当人体组织受到损伤出血时，
血小板会成群聚集， 形成血栓， 堵塞
创口。 血小板在止血和凝血过程中，
能够释放与凝血有关的各种因子， 加
速凝血。
因血小板严重减少或功能异常
并伴有出血的病人， 只要输注血小板
就能达到治疗效果， 且不良反应少、

疗效好。如输全血， 不仅浪费血源， 还
会因大量增加不需要的血液成分而
可能对病人身体产生损害。
因此， 捐献血小板是救治病人的
一种必要手段。
荣蕾）
（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