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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颖江

连日来，焦作同仁医院儿科病房可谓
是一床难求，门诊、住院患儿人数激增。
昨日，记者在该院儿科了解到，近期住院
的患儿多以呼吸道感染、肺炎为主。为
此，该院儿科主任王海鸥说，冬季天气寒
冷，昼夜、室内外温差较大，婴幼儿免疫
系统尚未成熟，抵抗力差，对寒冷刺激敏
感，容易出现细菌性、病毒性呼吸道感
染，以3岁以下及学龄期儿童居多，家长
们应高度重视。

孩子生病请勿自行用药

“昨天晚上才刚咳嗽，今天怎么就成
肺炎了。”昨日，记者在儿科门诊看到，
王海鸥在给一名患儿听诊，宝妈在一旁焦
急地说，她平时照顾孩子特别注意，不知
道怎么回事就病了。

这名患儿有3岁多，不停地咳嗽，王
海鸥随即安排护士给患儿进行雾化吸入，
先缓解咳嗽、呼吸紧张症状。

据这位宝妈介绍，前天，她去幼儿园
接孩子，发现同班的小朋友有咳嗽症状，
回家后孩子有点流鼻涕，想着只是受凉，
就让孩子吃点感冒药。到了夜里，孩子开
始咳嗽，早上起床后咳得厉害，没敢耽搁
就赶快带着孩子到医院看病。

“从发现流鼻涕到咳嗽，不到一天时
间，咋就这样严重？”宝妈有点着急地问。

王海鸥说，进入 2020 年 11 月后，呼
吸道疾病的患儿开始增多；12月初，气温
骤降，住院患儿激增。许多家长带着孩子
来看病，总会说孩子病情发展得快，其实

多数是因为家长疏忽导致的。从这名患儿
目前的症状看，流鼻涕是感冒症状，而不
是受凉。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肺炎是下
呼吸道感染。不少孩子出现发烧、疲倦、咳
嗽等不适症状时，家长一般会认为是普通
感冒，凭经验自行到药店买药治疗，一旦药
不对症，治疗不当，感冒就会演变成更加严
重的支气管炎或者肺炎，临床表现为咳嗽、
气促、呼吸困难，听诊有湿罗音。

“在就诊的患儿中，诊断为毛细支气
管炎的孩子也特别多，该病多发于1岁以
下的婴儿。”王海鸥说，毛细支气管炎的
病原主要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普通的感
冒症状不一样，婴儿感染毛细支气管炎后
会有一些症状和感冒相似，比如流鼻涕、
打喷嚏，但主要是喘气和咳嗽。

据介绍，毛细支气管炎也是冬季的高
发病，天气变冷，病毒活跃，婴儿抵抗力
差，家长尽量不要带孩子到公共场所。

预防胜于治疗

记者在采访时听到一些家长抱怨孩子
频繁生病，有的孩子甚至每个月都要住一
次医院。王海鸥说，有的孩子反复生病，
一方面是自体抵抗力差，另外一方面是家
长急于求成。医生在给孩子治病的过程
中，家长总认为不发烧、不咳嗽病就好
了，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无论是病毒感
染还是细菌感染，控制感染和治愈感染
是两个概念，患儿初期症状好转只是用
药物控制细菌或病毒，并没有完全消除
病因，巩固治疗阶段就是要彻底消除细
菌或病毒。

“我们平日里说的治病除根就是这个
道理。”王海鸥说。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做好预防工作才
能避免孩子生病。首先，要提高孩子的免
疫力，带孩子多做户外运动增强体质，吃
当季的蔬菜和水果，少吃反季节食物。其
次，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戴口罩、勤洗手
的习惯，避免带孩子去环境相对封闭、人
员密度大的公共场所。第三，家长要注意
给房间通风。通风是家庭最好的消毒方
法，每天早晚开门、开窗通风两次，每次
至少半小时，把室内空气换一遍，不仅可
以保持室内空气新鲜，还可以降低室内的

病原体数量。
王海鸥说，这个季节不仅是呼吸道疾

病的高发期，也是秋季腹泻的高发期。在
儿科收治的患儿中，有 10%的患儿确诊为
秋季腹泻，主要症状为呕吐、腹泻、发热，
大便为黄色水样或蛋花汤样。秋季腹泻是
轮状病毒感染，多发于 6 个月至 2 岁的婴
幼儿，主要是“病从口入”，因此家长要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定期对餐具消毒，在
外就餐尽量少吃生冷、半生的水产品等
食物。

天气寒冷 患儿激增

焦作同仁医院专家教你如何预防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为持续推动肝
胆胰专业蓬勃发展，不断开创治疗新格
局，日前，由市医学会主办、市人民医院
承办的肝胆胰专业委员会一届二次学术年
会暨焦作市普外科专科联盟成立大会举
行。会议特邀清华大学附属北京长庚医院
项灿宏教授、河南省肿瘤医院韩风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余海波教授进行学术演
讲。会议宣读了市医学会《关于印发成立
焦作市医学会肝胆胰专业委员会的通知》
的文件，同意将市医学会肝胆胰学组转为
市医学会第一届肝胆胰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由市人民医院肝胆胰疝普外科主任王
劲担任。

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张小鹤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不论是探索并完善肝胆
胰疝普外科分级诊疗、双向诊疗、上下联
动的医疗服务格局，提高县级医院的整体
医疗救治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90%以上
的病人能在县域内及时看病就医，还是培
训肝胆胰疝普外科县级医院医师，提高规

范医疗技术水平，提升基层医疗卫生事业
管理干部的领导能力，此次会议都具有重
要意义。他希望能通过本次会议，进一步
促进各县级医院的互动互联和学术交流，
共同造福广大患者。

王劲在发言中强调，市医学会第一届
肝胆胰专业委员会愿同我市各家医院专家
一道，学习临床新进展、了解治疗新方
向，以最快捷的速度、最认真的态度、最
专业的解读，持续为全市广大临床医生提
供肝胆胰领域的前沿理论知识，丰富临床
医生的知识储备量，大力推动我市肝胆胰
专业健康快速发展。同时，还会邀请更多
省内外肝胆胰专家，传授临床经验，进行
病例分享，探讨治疗方案，就肝胆胰领域
的学术热点话题进行充分交流和合作，共
同开创肝胆胰的治疗新格局。

为充分发挥三级综合医院的龙头带动
作用，更好地实现分级诊疗优化和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使基层医院通过专科专项建
设提升卫生服务水平，以及进一步深化三

级医院与基层医院科室与科室之间、主任
与主任之间、专科专病医患之间的深度对
接，本次会议宣布组建焦作市普外科专科
联盟。普外科专科联盟核心医院和主任委
员单位为市人民医院，首批加入联盟的医
疗单位还有孟州市人民医院、沁阳市人民
医院、沁阳市中医院、武陟县人民医院、
武陟县新二院、温县人民医院、博爱县人
民医院、修武县人民医院。联盟成立后，
将依托我市区域内医疗机构优势专科资
源，联合其他医疗机构相同专科技术力
量，形成区域内若干特色专科中心，横向
盘活现有医疗资源，共同提升全市普外专
科重大疾病救治能力。同时，将进一步加
强联盟院际间的交流合作，最终构建

“医、教、严、筛、管、建”六大联盟体
系，以达到联而有通、联而有动、联而有
进的目的。

王劲在市普外科专科联盟成立仪式上
发言。他表示，作为市医学重点学科，市
人民医院肝胆胰疝外科是我市较早开展腹

腔镜微创手术及无张力疝修补术的科室，
技术成熟、经验丰富，近年来更是取得了
快速发展，先后在全市领先开展了多项国
内先进诊疗技术。目前，该科主要担负着
我市普外科急重症、疑难病例处理以及肝
脏、胆道系统和胰腺、疝专科化的诊治任
务，在豫北地区享有盛誉。市人民医院作
为专科联盟核心医院，将始终把社会效益
放在第一位，严格遵守合作协议，认真履
行好主体医院职责，充分发挥自身的医疗
优势，促进专科联盟健康发展，以便更好
地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连续的医疗服务。
同时，专科联盟还将搭建更大的平台，以
推动实现专家共享、临床共享、科研共
享，促进我市普外科专科走向更科学、更
专业的道路。

会上，项灿宏、韩风、于海波分别作
了题为《如何做好复杂肝切除》《胆囊癌
的外科治疗》《胰腺良性肿瘤的微创治
疗》的学术演讲，王劲作了题为《肝门胆
管癌病例分享》的学术演讲。

市医学会肝胆胰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召开

本报记者 朱颖江

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期。为了帮助患者平安过冬，早
在一个月前，市第五人民医院中
医科的医护人员就开始对患者进
行“家访”，通过打电话的方
式，提醒患者按时吃药，调整锻
炼时间，出门注意保暖。

“医护人员主动关心患者，
让人特别感动，我也时刻提醒自
己，要按医生的要求做，身体才
能健康。”刘先生患高血压病多
年，是该院中医科的老病号，这
些年在医生的指导下，病情控制
得很好，各项指标也正常。

市第五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李锐强说，该科医护人员特别重
视对患者的随访，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与患者联系，询问其身体状
况，提醒其按时吃药。在四季交
替之际，会有针对性地对患者进
行健康教育，告诉患者季节变化
时要如何预防疾病，注意保护自
己的身体。

中医讲究的是溯源求本、内
外相济，脏腑并调、阴阳平衡。

《黄帝内经》指出，是故圣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
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
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
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在
临床中，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瘥后防复 3 个方面。

对于中风这种病来说，最重要的
当属未病先防。

李锐强说，在生活中，许多人
认为中风的发生是一瞬间的事，
不可预料。实际上，中风同许多疾
病一样，都是因各种不良生活习
惯持续损害身体脏器，不断累积
逐渐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形成疾
病。吸烟、饮酒、高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肥胖、遗传以及年龄增长
等，都是导致中风的危险因素。

李锐强提醒患者，按时吃药
对疾病的管理至关重要，只有按
时吃药才能很好地控制血压、血
糖、血脂这些可诱发疾病的危险
因素。冬季，户外运动的时间应
该调整至10时至16时，这个时
间段是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
此时运动可避免气温过低而诱发
疾病。

李锐强说，《黄帝内经》提
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
伤肉。如果缺乏运动，人体气机
流通不畅，气血运行缓慢，可导
致气虚血瘀的发生，而气虚血瘀
又是引起中风的重要诱因。因
此，成人每周至少有5天、每次
至少 30～45 分钟的体育活动，
如慢跑、骑自行车等。上了年纪
的人不宜太劳累，可以进行头部
按摩、耸肩、颈部按摩和活动踝
关节等运动。对于中风患者，更
要注意调整生活方式，预防再次
中风，防患于未然，最终达到促
进健康的目的。

市第五人民医院中医科专家提醒

冬季心脑血管病高发
未病先防是关键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为充
分了解中青年医师的所想、所
盼，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向心
力、责任感、使命感，引导中青
年医师积极为医院发展建言献
策，日前，市人民医院召开中青
年医师座谈会。该院党委书记李
中东、院长张乐庆及其他班子成
员出席会议。

在3个多小时的座谈中，来
自该院临床医技科室的 25 位中
青年医师分别结合自身从医经
历，围绕医疗质量、学科建设、
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患者满意
度等方面，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既有自己在执业过程中遇到
的压力和困惑，也有进一步提升
医疗服务水平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态度诚恳，内容丰富。医院
领导对各位医师提出的问题进行
解答。

座谈结束后，李中东代表该

院党委向参会人员表示感谢。
他首先对各位中青年医师的踊
跃发言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
并表示，医院领导班子会后将
对本次中青年医师座谈会提出
的 问 题 、 意 见 和 建 议 进 行 梳
理 ， 有 针 对 性 地 拿 出 解 决 方
案。同时，李中东也对全院医
师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处
理好理想和实践的关系。立足
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仁
心，一心一意做好医疗服务，
刻苦钻研、与时俱进，不断提
高自身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为医学创新贡献智慧。二是要
处理好个人与团队的关系。通
过真诚待人、尊重他人、勇于
担当、无私奉献来赢得他人的
认可，并在团队工作中学会锻
炼和提高自己，收获信心和成
绩。

市人民医院
召开中青年医师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 日
前，由市医学会主办、市人民
医院承办的市医学会疼痛专业
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暨学术
年会召开，市人民医院疼痛科
主任朱保国当选为市医学会第
一 届 疼 痛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会议特邀河南省人民医院
疼痛科主任夏令杰、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樊肖
冲、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疼
痛科主任张君、河南省肿瘤医
院疼痛康复与姑息医学科主任
谢广伦参加会议。

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靳双周出
席会议并致辞。他表示，疼痛是
一个新专业，很多人对它认识还
不够，随着现代化的检查和治疗
手段的不断出现，医学界将会对
疼痛专业有更新的认识，对疼痛
患者有更多的关注。希望全市疼
痛专业的同人能够团结起来，在

专业委员会这个平台上不断推广
新技术、出台新规范、培养新人
才，确实把我市疼痛诊疗技术提
到一个新高度，共同造福我市疼
痛患者。

朱保国在发言中表示，疼痛
专业委员会将在市卫健委和市医
学会的指导下，利用好这一平
台，积极带领专业技术人员开展
医疗下乡活动，积极在县级医院
开展疼痛专业知识普及活动，并
通过举办学术沙龙、疑难病例讨
论等方式，不断提高本专业医生
特别是基层医务人员的技术水
平，让我市更多的疼痛患者得到
及时规范有效的治疗。

会上，夏令杰、张君、樊肖
冲等专家分别作了题为《神经
病理性疼痛及纤维肌痛的诊断
与治疗》《腰腿疼痛新思路》《如
何提高三叉神经痛微球囊压迫
术的治疗效果》的学术讲座。

市医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梁智玲） 日
前，市中心血站和解放区城管
局联合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
动中，市中心血站的采血车在
解放区大杨树商业街刚停稳，
城管队员就在车前排起长队，
踊跃参加无偿献血。

为组织好这次活动，解放
区城管局党支部提前在单位发
起号召，大家极报名参与。记
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很多城管
队员提前排队等候，采血车停
稳后，他们依次扫码上车献
血。“为了捐献出合格的血液，
我提前几天清淡饮食，希望可
以帮助临床需要帮助的人。”解
放区城管局一名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他以前在市中心血站
爱心献血屋参加过多次无偿献
血，为帮助初次献血的同事克
服恐惧心理，他在现场当起了
义务宣传员。

城 管 队 员 无 偿 献 血 的 身
影，成为寒冷冬日里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通过组织集体献血
活动，不仅能有效缓解我市临
床供血压力，同时也展现了我
市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无私
奉献、支持公益的精神风貌。
近段时间以来，市中心血站联
合河南理工大学、市直机关等
多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收到
了满满的爱心。“参加无偿献血

的城管队员起到了带头作用，
希望大家行动起来，为保障我
市冬季临床供血贡献力量。”市
中心血站无偿献血办公室主任
李景梅说。

解放区城管局党组书记、
局长郭礼成在此次活动中带头

捐献了 400 毫升鲜血。他说：
“城管是一支有爱的队伍，这次
集体献血活动是我们送给自己
的新年礼物，很有意义。”

此次活动，解放区城管局
共有 17 名工作人员成功献血，
共捐献鲜血6800毫升。

市中心血站与解放区城管局
联合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陈芳、彭韵佳） 我国首
次多中心大样本子宫颈癌筛查
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结果10日在
京发布。研究成果表明，在城
市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
有服务能力条件下，采用高危
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检测
作为宫颈癌初筛技术，具有较
好的筛查效果与成本效益，为
我国最终消除宫颈癌提供了科
学证据。

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的信息显示，我国政府高度重
视宫颈癌防治，自 2009 年起，
将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列入国
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
全国范围内推动宫颈癌筛查工
作。截至2019年，全国已累计
开展宫颈癌免费筛查超过 1.2
亿人次。

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11月
发布了《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
战略》，提出到 2030 年全球致
力于实现消除宫颈癌的阶段性
目标。

“ 对 于 我 们 这 样 一 个 大
国，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宫颈
癌防治实践经验非常重要。”
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院士表
示，宫颈癌病因明确，高危型
HPV的持续感染是引起宫颈癌
的主要病因，但要进一步消除

宫颈癌，仍需在我国及发展中
国家建立并实施持续可行的方
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教授乔友林介绍，基于国家

“两癌”筛查项目点，该研究
项目共纳入 60732 名女性，随
机分组采用高危型 HPV 检测、
细胞学或醋酸/碘染色肉眼观察
（仅农村地区） 筛查方法，进
行首次基线筛查和24个月后随
访筛查。

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现有服务能力
条件下，以高危型 HPV 检测
为基础的宫颈癌筛查是有效方
法，优于传统的细胞学和醋
酸/碘染色肉眼观察筛查技术。
卫生经济学评估结果显示，在
农村地区每 3~5 年进行低成本
高危型HPV检测，在城市地区
每 5 年进行高危型 HPV 检测，
是投入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
方法。

专家指出，我国宫颈癌发
病率和死亡率较高，首次多中
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的宫颈癌筛
查研究，为解决全国适龄女性
的宫颈癌筛查难题迈出关键一
步。该研究是由郎景和院士和
乔友林教授主持，全国41家三
甲医院及县区级妇幼保健机构
共同参与完成。

我国首次多中心大样本
子宫颈癌筛查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报告发布

该科护士
向患者进行健
康宣教。

本 报 记 者
朱颖江 摄

王海鸥在为患儿检查。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城管队员在献血。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城管队员在展示无偿献
血证。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