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 迎 您 定 期
参加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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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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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地点

东方红广场爱心献血屋（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二楼东厅）

博爱县爱心献血屋（博爱县东关大桥中山广场）

武陟县爱心献血屋（武陟青少年宫门口）

市中心血站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服务热线

3933317 18339102035
18339102038
15003911823
2856516 2856517

成分献血

献血地点

东方红广场爱心献血屋（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二楼东厅）

人民路爱心献血屋（人民路与塔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博爱县爱心献血屋（博爱县东关大桥中山广场）

修武火车站广场（采血车）

温县子夏公园南口（采血车）

武陟县爱心献血屋（武陟青少年宫门口）

沁阳音乐广场（采血车）

孟州新中医院门口（采血车）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五

每月6~15日
每月16~31日
周一至周五

每月1～15日
每月16～31日

服务热线

3933317 18339102035
18339102037
18339102038
18339102036
18339102036
15003911823
18339102039
18339102039

全血献血

如果您距上次献血已满6个月，欢迎您持本人身份证再次参加无偿献血，感谢您的参与！

4月8日10时许，在市人民路与塔
南路交叉口东北角的爱心献血屋，经过
登记、填表、量血压、抽血化验等环节

后，今年 49 岁的宋梅凤时隔两年又重
新开始了无偿献血。

宋梅凤是我市武陟县某企业的一
位工人，当天是她第八次参加无偿献
血。“这两年忙着上班，也没空来参加无
偿献血。这不，刚请了一个月的假在家
里照顾老人，趁着这个时间就赶忙过来
参加无偿献血了。”宋梅凤笑着说。

谈起第一次无偿献血的时间，宋梅
凤表示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自己
一个人骑着电动自行车从武陟县来到
市里，在东方红广场进行了第一次献
血。“当时是什么缘由促使你参加无偿
献血呢？”记者问。“一方面是经常在报
纸、电视上了解到无偿献血已经越来越

普及了；另一方面是同村的一位朋友已
经多次参加过无偿献血，经常对我提及
无偿献血的好处，久而久之也就有了参
加无偿献血的想法，所以就专门从县里
赶过来进行无偿献血。”宋梅凤说。

经过第一次无偿献血，宋梅凤发现
无偿献血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身体
也越来越有活力。而这一次的献血体验，
也加深了宋梅凤对“献血有益健康”理念
的认同，坚定了她一直走下去的信心。

在无偿献血的过程中，宋梅凤表示
有两次是因为身体原因导致转氨酶高
无法进行献血，回家之后她牢记献血屋
工作人员的嘱托，调整好作息和饮食，
一周之后就成功进行了献血。

最近几年，宋梅凤一方面忙着上
班，另一方面忙着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
子，一年两次的无偿献血就没有坚持下
去。虽然自己没能参加无偿献血，但她
用自己的例子经常向周围的亲戚朋友
宣传无偿献血，家人、亲戚、同事等都加
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

“无偿献血不仅对自己身体有益，
还能挽救他人生命，为社会作贡献，何
乐而不为？”走出爱心献血屋后，宋梅凤
乐呵呵地说。

本报记者 翟倩倩 文/图

宋梅凤：无偿献血显真情

宋梅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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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一个人 解放一家人 幸福一群人
——入住焦作蕾娜范老年公寓简况

占地47亩，
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公园
式绿化面积2万
平方米，总床位
416 张，是由国
家和地方三级
政府投资兴建
的养老机构，是
焦作市重大民
生工程之一。项
目根据国家公
建民营政策，聘
请德国蕾娜范
养老集团运营。

聚此颐养天年聚此颐养天年
祝您幸福快乐祝您幸福快乐，，愿您松鹤延年愿您松鹤延年！！

公寓地址：市丰收路东段北侧西经大道2366号（新建）12路公交车终点站 咨询电话：（0391）3686822 17352518877

焦作蕾娜范
老年公寓

服务对象：高龄老
人、失智失能老人、需要
长期照护者等。

运营模式：医养结
合，医保定点。由主任医
师、副主任医师、康复理
疗师等 24 小时坐诊，并
与市人民医院开通医疗
绿色通道。

服务内容：日常生活
照料、膳食营养配餐、基
本医疗护理、康复训练、
文化娱乐、精神慰藉、临
终关怀等。

核心理念：以人为
本，灵活个性。

先进设施：德国自动
升降浴缸、自动消毒洗便
器、人体移位吊机等。

房间设备：空调、电
视机、衣柜、床头柜、淋浴
间、洗手间、德国五功能
床铺、SPC/PVC 防滑地
板、应急呼叫系统。设单
人间、双人间、三人间。

入住前需要通过二
甲以上医院体检，对老
年人的健康状况、生活
能力评估，评定入住老
人的照护等级，并按不
同的等级收取不同的护
理费用。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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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阎河） 日前，河南
省临床微生物专科联盟焦作培训会市人
民医院举行，来自省人民医院的多位检
验专家在会上作了专题讲座。焦作、济
源两地相关医疗单位的多名专业人员参
加了为期一天的培训。

医院感染是当前各级医院普遍存在
的问题，而微生物检验在医院感染控制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要给临
床诊断提供依据，还要指导临床医生如
何正确合理使用抗生素以及监测院内感
染的流行情况。其中，包括对各种临床
标本及时作出正确的病原诊断，进行细
菌耐药性检测、感染源及易感人群监测
以及医疗器械、一次性医疗用品的细菌
学监测等。而如何提高临床微生物检验
水平，充分发挥其在医院感染控制中的
作用，已成为当前检验界和临床诊疗中
的首要问题。

为了降低细菌耐药比例，提高全省
各级医院感染诊断能力，提高微生物实
验室的整体水平和能力，完善各实验室
室内质控操作及流程，推进微生物实验
室的检验流程标准化、自动化、信息
化，提高微生物安全防护水平，2017
年，河南省人民医院牵头，成立了由全
省100多家医疗机构参与的河南省临床微
生物专科联盟。而此次培训的主旨也是
为进一步提升全省临床微生物检验技术
水平和感染诊疗能力，提高耐药监测数
据的可靠性和微生物培养药敏报告的准
确性。

培训中，省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李轶作了题为 《焦作、济源微生物室现
状及耐药情况》 报告，对焦作、济源两
地联盟医院微生物室的标本送检率、苛
养菌检出率以及重点监测细菌耐药情况
等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随后，省人
民医院微生物室王山梅教授作了题为

《药敏报告审核总则及阴性杆菌审核要
点》 的报告，对微生物药敏报告的审核
总则及阴性杆菌审核要点进行了重点讲
解，并有针对性地解答了参培人员平时
工作中的疑惑；省人民医院微生物室医
生荆楠作了题为 《阳性球菌及苛养菌药
敏报告审核要点》 的报告，用大量的药
敏报告实例，让大家更加深入理解了报
告审核的原则和要点。

在实际操作培训环节，省人民医院
微生物室医生许俊红通过老师台上演
示、学员台下实际操作的方式，为大家
进行了 WHONET、BacLink 软件安装和
设置的培训。省人民医院微生物室医生
张江峰和其他专家，则通过实际操作加
分析案例的方式，为参培人员讲解了
WHONET数据分析的方法。

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此次培训，使参培人员
不仅发现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还充分掌握了药敏
报告和数据分析技能，同时增进了交流、开阔了视野。相信
通过此次培训，能使我市和济源市的微生物检验工作再上一
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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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报讯 （记者孙阎河） 日

前，在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一
区主任郑海军的带领下，由副主
任晋辉主导完成了一例经远端桡
动脉在血管内超声指导下静脉桥
血管介入治疗。这次手术的顺利
实施，标志着该院血管内超声
（IVUS） 在心血管的介入治疗中
得到了更为成熟的运用。

血管内超声作为一种能更直
观、全面了解冠状动脉血管形态
的影像诊断工具，可以准确判断
冠状动脉横断面的形态特点，明
确病变性质和偏心程度以及临界
病变冠脉狭窄的性质、严重性和
稳定性，指导医生进行进一步治
疗，可以提高冠脉介入治疗的质
量。市人民医院作为我市较早开
展此项技术的医院，临床应用水
平也较高。日前，该院还面向全
市 成 功 举 办 了 血 管 内 超 声
（IVUS） 培训班，并邀请我省多
名血管内超声专家作了一系列的
专题学术讲座以及安排参培人员
进 行 了 IVUS 上 机 演 练 。 前 不
久，国际著名医疗机构美国波士
顿科学 IVUS 培训基地在该院心
血管内科一区挂牌成立。

据了解，这位患者今年 67
岁，9 年前曾反复发作胸痛到市
人民医院就诊，冠脉造影提示，
患者冠脉左主干并三支病变，累
及右冠、前降支及回旋支。之
后，这位患者实施了冠状动脉旁
路移植术，即冠脉搭桥术。今年

3 月份，这位患者又因反复发作
胸痛到该院心血管内科一区就
诊，冠脉造影提示，患者静脉桥
血管存在严重的病变。在征得患
者和家属的同意后，该院心血管内
科一区医生团队为患者进行了经
远端桡动脉在血管内超声指导下
静脉桥血管介入治疗。目前，患者
已经痊愈出院。

据该院专家介绍，一般情况
下，冠脉搭桥手术后10～12年的
造影结果提示，有 75%～90％的
静脉完全闭塞或出现严重的动脉
粥样病变，有三分之一的患者需
要再次血运重建。但是，因为静
脉桥血管存在无侧枝、管壁较
薄、平滑肌细胞少、缺乏富有弹
性的中膜层结构等特点，术后支
架内再狭窄发生率更高。而血管
内超声能够提供静脉桥血管管腔
面积、斑块性质、斑块分布、介
入治疗后的支架尺寸以及支架内
管腔面积和内膜增生等信息，对
静脉桥血管评估有良好的重复
性。因此，血管内超声能够精确
评估静脉桥血管病变特征和严重
程度，从而指导医生进行介入治
疗，并监测支架植入后的效果，
为静脉桥血管病变预防和干预策
略的选择提供更为充足的证据。
另外，此次手术中，经左侧远端
桡动脉途径完成介入手术，让患
者可以耐受长时间手术，手术者
操作也更方便，还减少了椎间盘
压力及射线剂量。

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一区

完成一例血管内超声指导下的介入治疗

“爷爷，这个房间真漂亮，我喜欢这个
粉色的小熊床……”4月8日上午，在马村
区人民医院的儿科病房里，5岁的晓玥兴奋
地对身旁的爷爷说，好像完全忘了手背上还
打着点滴。

今年年初，该院计划在内一科儿科治疗
团队的基础上，在病房楼5楼东区筹备设立
独立的儿科病区，并配强配优人员力量。经
过3 个月的紧张筹备，4 月1 日，该院儿科
病区正式开诊。新成立的儿科病区现有医护
人员14名，可为患儿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王 颖 文/图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昨日，由市卫
健委主办，市脑卒中防治中心、河南理工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市第二人民医院） 承
办的2019年焦作市脑卒中大会暨医防融合
高端论坛在焦作迎宾馆举行。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陇德再次莅临焦作指导、传授脑卒
中防治大计。省卫健委副主任黄红霞、焦
作市副市长王付举、省卫健委疾控处处长
张伟平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苟
建军、省脑卒中防治中心主任许予明、市
卫健委主任杨吉喜、市卫健委副主任程中
华、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杨永国等出席开幕仪式。

“最近这两年，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进步得非常快，不仅把医院的脑卒
中防治工作开展好，还把全市15家基层医
院带动起来，而且还与120进行联动，这
真不简单。”出席焦作市脑卒中大会暨医
防融合高端论坛开幕仪式的王陇德，对河
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脑卒中防治工
作赞叹不已。他说，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去年不仅成功创建国家高级脑卒中
中心，而且在全国高级脑卒中中心综合排
名中首次进入全国50强，国家卫健委还授
予该院院长“脑卒中筛查与防治模范院
长”称号。

在本次论坛上，王陇德以 《凝心聚
力，补齐短板 推进卒中防治工作》为题
作了学术讲座。他指出，中国脑卒中防控
形势十分严峻，2017年，脑卒中住院患者
占神经内科住院患者的比例为41.90%，合
并高血压患者占脑卒中住院患者的比例为
68.18%。未来20年里，40岁以上人群中，
慢性病患者人数将增长2～3倍。如果不采
取有力举措，我国的脑卒中发病病例会直

线上升。
王陇德介绍，近年来，美国的脑卒中

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下降，其成功经验在
于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戒烟，卒中管
理体系的建立，TPA的应用，其中血压排
在第一位。然而，在我国，高血压的知晓
率不到50%，干预率、控制率则更低。为
此，他联名多位院士推动国家开展“减少
百万新发残疾工程”，建议国家把它作为
政府的责任，要求各单位 （企业、社区）
必须让30岁以上人员去测量血压，把血压
控制好。另外，他还建议在卫生系统内广
泛开展脑卒中救治适宜技术普及行动 （包
括溶栓、取栓等），并将开展脑卒中防治

工作纳入医疗卫生事业考核指标，在规定
时间内仍无法实施脑卒中防治技术的医院
将实行一票否决等。目前，以这些建议为
核心的“减少百万新发残疾工程”已得到
国家领导人的批复。最后，他殷切希望河
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减少百万新
发残疾工程”中发挥模范带头作为，力争
走在全国的前列。

为了更好地推动脑卒中防治工作，河
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在开幕仪式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杨永国表示，2019年，该院作为焦作
市脑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牵头单位，全面
开启焦作市范围内脑血管病防控规划工

作。同时，该院将充分发挥国家高级脑卒
中中心、焦作市脑卒中防治中心带头作
用，以疾病为轴线，建立“预防、筛查、
诊断、治疗、康复”一体化的脑卒中防控
流程与网络，全力推动全市脑血管病诊疗
与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据悉，2018年，我市的脑卒中防治体
系建设，通过政府主导、疾控带动、医疗
机构主动、多部门联动、全社会互动的

“五动”创新模式，构建了多部门合作、
脑卒中全程管理的服务模式，并取得了显
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全市共完成静脉溶栓 727
例、桥接75例、急诊取栓82例、颈动脉支
架置入术 95 例、动脉瘤介入栓塞术 187
例、动脉瘤夹闭术192例，这些数据指标
意味着我市的脑卒中诊治能力得到了显著
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幕仪式上，市脑
卒中防治中心主动与疾控部门合作，共同
做好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及健康干预工
作，打通脑血管疾病防治的“最后一公
里”，市疾控中心主任徐书立作了 《发挥
疾控优势，促进脑卒中防治网络建设》的
专题报告。

“焦作市在脑卒中医防融合方面走在
了全省的前列，这一点非常值得我省其他
地市的脑卒中防治机构学习借鉴。”黄红
霞对我市脑卒中防治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下一步，我市将积极探索深化慢性病医
防融合新模式，进一步加强防治服务能力
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健康宣传教育活动，
使‘防、治、管、康’各环节有机融合，
有效提升全社会慢性病综合防治知识水
平。”王付举如是说。

2019年焦作市脑卒中大会暨医防融合高端论坛举行
院士王陇德盛赞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相关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日
前，焦作尖峰眼科医院与沁阳
永威学校联合开展了以“远离
近视，光明未来”为主题的青
少年近视防控公益活动。活动
中，该院院长王松田向10名品
学兼优且家庭贫困的学生赠送
了总价值超过10万元的角膜塑
形镜。这是该院开展院校联手
防治近视活动的一个缩影。

王松田介绍，随着电子产
品的普及以及学习压力的增
大，青少年近视眼的患病率逐年
上升，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为
此，成立不久的焦作尖峰眼科
医院先后走进大、中、小学和
幼儿园，利用眼科医院的专
业、专家优势，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活动。

“身着戎装，报效祖国”
是许多学生的愿望，顺利考上
一所军校是圆梦的方式之一。
但是，繁重的课业让很多面临
高考的学生患上了近视等眼科
疾病，无法报考军校。为及时
给这些学生提供专业帮助，该
院医护人员专程来到温县实验
高中，为饱受眼病困扰的学生
答疑解惑，并制订治疗方案，
避免因视力问题影响他们报考
军校。

此外，该院医护人员还先
后走进河南理工大学音乐学
院、沁阳文星幼儿园、华苑新
城幼儿园等地，为大学生和小
朋友进行眼健康普查、眼健康
知识宣教，并建立近视防控档
案，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远离近视 光明未来

焦作尖峰眼科医院
开展院校联手防治近视活动

开幕仪式现场。 刘 勇 摄

马村区人民医院儿科病区开诊

儿科病区主任李占果（左二）和医生赵飞琴正在查房。

患儿在病房区的儿童乐园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