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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阎河）日前，市房颤
中心联盟专业委员会、市心衰中心联盟专
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市人民医院召开。会
议选举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心内
科一区主任郑海军为首届市房颤中心联盟
主席和首届市心衰中心联盟主席。市卫健
委副主任王彦霞、市人民医院院长张乐庆
出席会议。

为了进一步规范房颤诊疗流程，充分
体现三级甲等医院在心血管疾病诊疗方面
的专业性，经市人民医院领导班子研究决
定，去年 4 月，该院正式成立了房颤中

心，并按“中国房颤中心”的标准要求开
展诊疗、培训、健康教育及各项管理工
作，力求为我市广大房颤患者提供准确、
规范、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去年，市
人民医院获得“中国房颤中心”认证。

市人民医院心衰中心项目于去年4 月
启动，该项目主要是通过组建多学科管理
团队，推行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模式，规
范心衰诊治流程，改善心衰患者的长期随
访管理，实施并强化以指南为导向的心衰
评估、诊疗与管理，以期让每一位心衰患
者都能接受最恰当的治疗，从而达到提高

心衰整体诊治水平、最大限度降低心衰患
者再住院和死亡风险的目的。去年，市人
民医院获得“中国心衰中心”认证。

会议指出，市房颤中心联盟的成立
将进一步促进我市各家医院房颤中心建
设，提高房颤的综合管理水平，形成规
范诊疗、上下联动、双向转诊、具有焦
作特色的房颤分级诊疗体系，有效降低
由房颤引起的致残率和致死率，造福焦
作地区广大房颤患者。市心衰中心联盟
的成立，将进一步贯彻国家分级诊疗政
策，充分发挥我市“市级临床重点专

科”及三甲医院的专业优势资源和辐射
带动作用，推进我市优质医疗资源的纵
向流动和整合共享，满足群众更高的健
康需求，从而提升我市心血管病患者的
区域救治水平。

郑海军表示，下一步，市房颤中心联
盟和市心衰中心联盟将稳扎基层，统一规
划，整体布局，积极推进全市区域内的各
级房颤中心、心衰中心的建设和认证进
度，落实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定位，为全市
房颤患者和心衰患者提供连续性诊疗服务
以及更加具体细致、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规范房颤诊疗流程 提高心衰诊治水平

我市两个联盟专业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日
前，市人民医院成功取得“互
联网医院”执业许可证，成为
我市首家获准成立的互联网医
院。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让疫
情防控成为常态，而医疗服务
领域的新形态也不断涌现，作
为其中突出的一种，“互联网+
医疗”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医疗
健康”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市人民医院借助互联网新兴渠
道，对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打
破时空壁垒，积极实现以“互

联网医院”为基础的全流程线
上诊疗，向更多百姓普及健康
理念、传递健康知识，让百姓
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民、高
效、贴心的医疗服务。

市人民医院的“互联网医
院”正式运营后，患有常见病
和慢性病的患者打开手机即可
在线完成复诊咨询、预约专家
等就医服务，让患者足不出户
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真
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
患者少跑腿”，减少了疫情防控
期间的聚集就医，把该院“提
升患者满意度”这项中心工作
落到了实处。

市人民医院成为
我市首家“互联网医院”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
高血压病患者，只有学会自我
管理，才能提高生活质量。”
近日，市第五人民医院内一科
主任马志强说。

今年年初以来，内一科收
治了 100 多位患者，其中很大
一部分患者都是因为没有管理
好血糖，从而引发各种并发
症，还有一小部分患者是因为
血压问题住院治疗。马志强
说，这些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如
果可以认真对待自己的病情，
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按时吃
药，定时监测血压、血糖，就
会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

1 个月前，该科收治了一
位90多岁的患者，这位患者是
科室的老病号，医护人员对老
人的身体状况比较了解，但这
次看到患者时，大家还是有些
意外。

患者入院时几乎不能进
食，身体消瘦，营养不良，精
神状态非常差，生命垂危。马
志强接诊后，为患者作了全面
检查，发现患者血压不稳定，
因脑梗导致吞咽困难，还有吸
入性肺炎等病症。

结合患者的情况，马志强

制订了详细的治疗方案，护士
长王琰安排 2 名经验丰富的护
士轮流照看患者，确保治疗效
果。

由于患者年龄大，基础病
多，又不愿意配合治疗，治疗
初期效果不佳。为了让患者配
合治疗，两名护士每天除了为
患者进行护理治疗外，还要陪
患者聊天，以此来消除患者的
抵触心理，积极配合治疗。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患者的病
情很快得到控制，呼吸得到改
善、血压稳定、吞咽功能逐渐
恢复。

2月5日患者出院后，家属
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表示感
谢。

马志强说，在临床中，糖
尿病和高血压病是可防可控
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只要能
够管理好血糖和血压，就可以
有效延迟并发症的出现，从而
提高生活质量。

那么，如何管理血糖、血
压？按时吃药，定时检查，日
常饮食清淡，加强体育锻炼。
马志强说，春节临近，一些患
者认为“过年不服药”而擅自
停药，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病
患者一旦停药，有可能发生严
重的后果，甚至还会危及生
命。

市第五人民医院专家提醒

学会自我管理 提高生活质量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为
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推
动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广大干部
职工更加积极地投身改善医疗
服务工作中，日前，国家卫健
委办公厅从改善医疗服务的 5
项工作制度和10项创新举措等
方面，对全国先进医院、科室
以及个人予以通报表扬。作为
以市人民医院为依托建设的河
南省焦作市远程医学分中心榜
上有名，荣获“2018～2020 年
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科
室”称号，这也是近年来我市
在改善医疗服务工作中，获得
的最高荣誉。

远程医学建设是省政府确
立的“十大民心”工程之一。
2014年经市政府推荐，并经省
科技厅、财政厅、卫健委调研
考核批准，我市开始建设以市
人民医院为依托的河南省焦作
市远程医学分中心。2015年12
月，在市委、市政府及市卫健

委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顺利
建成，经验收后投入使用。

目前，该中心已和北京协
和医院、301 医院等多个国内
知名医疗机构联通远程医疗服
务，以满足不同患者的需求，
同时完成了对我市各县 （市）
区及洛阳嵩县的远程医疗网
络，与 100 余家基层医疗机构
的远程医学站点进行了联通。

据统计，2018～2020 年，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通过该中心
远程医疗系统开展远程会诊
7000多例次，为基层医疗机构
开展远程教学 210 余次，组织
群众开展远程专题健康教育80
余场，极大地改善了偏远地区
群众的就医条件，减少了看病
费用支出，同时也使市级医院
的优质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下
沉到县、乡医疗机构，有效促
进了基层健康扶贫等工作的开
展，提升了全市医疗服务水
平。

市远程医学分中心

改善医疗服务工作获表扬

本报记者 朱颖江

邀请专家组织培训，积极开
展应急演练……在落实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工作的同
时，焦作同仁医院采取一系列措
施，全面提升医院“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的防控能力，增强医
务人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范意
识，提升应急处置水平，筑牢疫
情防控防线，为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全员培训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进入 2021 年，我国多个地市
先后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
国各地快速反应，全面加强疫情
防控工作。

为了提高医护人员的技术水
平，增强防范意识，1月27日，焦
作同仁医院特邀郑州人民医院郑
东院区呼吸内科主任卢滨对医护
人员进行培训。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最
为严重的时候，卢滨勇于担当，
义无反顾地出任郑州人民医院隔
离病区主任，他在病区一待就是
好几个月，直到病区的 50 余名确
诊患者全部出院后，他才和医护
人员离开病区。

在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救
治过程中，卢滨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在此次培训中，卢滨毫无保
留地将自己总结的经验以及对新
冠病毒的认识全部传授给该院医
护人员。

卢滨说，2020 年 1 月至 8 月，
国家卫健委先后对 《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诊疗方案》 进行 8 次修订，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 （试行第八版）》 是最新的，
也是最权威的。

培训中，卢滨以 《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为题，深入
浅出地讲解了新冠肺炎的流行性
病学特征，临床表现、诊断、分
型，重症与危重病例的识别、治
疗及实验室检查等。

卢滨强调，当前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肺炎鉴
别诊断尤其重要，要严格根据疾
病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作出
科学准确的诊断，并给予适宜的
治疗方案。

举行演练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为进一步提高医院“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的防控能力，增
强医护人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
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水平，日
前，焦作同仁医院医务科组织全
院人员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
急演练。

本次演练分为发热患者进入
预检分诊、发热门诊就诊、发热
门诊标本采集转送和CT检查、发
热患者转运、专家会诊、疫情报
告、环境消杀7个场景进行模拟演
练。

演练开始后，一位发热患者
到医院就诊，预检分诊处医护人
员详细了解患者的流行病史后，
按要求引导患者通过专用通道到
发热门诊就诊，并对患者经过的
地方进行全面消杀。

在发热门诊，值班医生再次
了解患者的情况，按要求对患者

进行必要检查；值班护士对患者
进行咽拭子采样，并陪同患者到
影像科作CT检查……

在发热患者就诊过程中，该
院医护人员严格按照新冠肺炎的
诊疗流程及防控应急处置规范操
作，整个演练过程井然有序，各
个科室之间配合默契，充分展现
医护人员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综
合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演练结束后，该院领导召开
总结分析会，对在演练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和不足进行现场分析。

该院医务科负责人说，通过
此次演练，让医护人员更加熟练
地掌握了新冠肺炎诊疗流程，进
一步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实战能
力，为我市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有力保障。

焦作同仁医院：筑牢疫情防线 守护群众健康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春节即将到来，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坚守岗位守护
百姓健康，就是他们春节的日常。近日，我市多家医院陆
续公布春节期间门诊安排，广大市民如有就医需求，可提
前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焦作市人民医院
春节期间，医院门诊正常接诊，住院病房正常运营，

检验、放射、特检等各类检查项目均正常进行，惠民活动
持续开展，急诊绿色通道24小时畅通。

急诊电话：（0391）2113120、2113701、2113240
门诊综合服务台：（0391）2113718
核酸检测咨询电话：（0391）2113627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春节期间，门诊照常接诊。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

态化要求，门诊实行严格预检分诊制度，请主动配合，自
觉扫码，并接受体温检测。微信搜索“焦作市第二人民医
院”可网上预约核酸检测。

急诊电话：（0391）2620120、2610120
核酸检测咨询电话：（0391）2759794
焦作市中医院
为方便患者就医，春节期间，医院门诊正常接诊。
人民院区导医台：（0391）2109222
解放院区导医台：（0391）2107780
人民院区值班电话：（0391）2109256
解放院区值班电话：（0391）2107000
焦煤中央医院
春节期间，该院健康路总院内科、外科，解放路门诊

综合大楼专家、外科、内科、妇科、儿科、中医科、耳鼻
喉科、皮肤科、眼科、口腔科等门诊正常接诊。

总院门诊急诊电话（0391）3531111
门诊综合大楼急诊电话（0391）3532120
焦作市第五人民医院
为方便患者就医，春节期间，医院开设有专家门诊、

外科门诊、妇科门诊等。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医
院门诊实行严格预检分诊制度，请大家佩戴口罩主动配
合，自觉扫码，并接受体温检测。

门诊咨询电话：（0391）2310700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
春节期间，医院门诊正常接诊，发热门诊24小时开

放。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门诊实行严格预检分诊制度，
请大家佩戴口罩主动配合，自觉扫码，并接受体温检测。

24小时值班电话：（0391）5352800
发热门诊电话：（0391）5352903、5352833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
春节期间，医院门诊正常接诊，该院执行非急诊分时

段预约诊疗，避免排队聚集造成交叉感染，请通过微信公
众号“焦作市妇幼保健院智慧医院”进行网上预约。根据
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门诊实行严格预检分诊制度，请患
者佩戴口罩、自觉扫码，并接受体温检测。

24小时急诊电话：（0391）5353120
24小时咨询电话：（0391）5355666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向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白衣天使致敬。
在此温馨提醒：前往医院前，请进行预约并熟悉医

院科室布局和就诊流程，尽可能减少就诊时间；患者
和家属全程佩戴口罩，接触医院门把手、门帘等物品
后须洗手；患者返回家中，要立刻更换衣服，认真洗
手，衣服尽快清洗。若出现发热、咳嗽、胸闷等可疑
症状，及时去医院就诊，并告知医生过去两周内的活
动情况。

我市多家医院公布
春节期间门诊安排

市第五人民医院内一科医护人员收到患者家属赠送的锦旗。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卢滨在给焦
作同仁医院医护
人员讲课。

本 报 记 者
朱颖江 摄

焦作同仁医院
举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演练。

本报记者 朱
颖江 摄

新华社记者 吕 诺 田晓航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20
年，全球有1000万人死于癌症，癌症患者
面临的新冠肺炎重症和死亡风险更高。在
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位于恶性肿
瘤之首。因此，专家呼吁警惕引发肺癌的

“五气”，提防癌症中的“第一杀手”。
“五气”是肺癌致病元凶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 2020 年度工作报
告，我国男性癌症发病前两位为肺癌、肝
癌，女性癌症发病前两位为乳腺癌、肺癌。由
于侵袭性高，缺乏有效的早期发现手段，半
数以上肺癌患者就诊时已是晚期。

中国抗癌协会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
益将肺癌致病元凶归结为“五气”，即室外
大气污染、室内空气污染、厨房油烟气、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以及爱生闷气。
支修益介绍，室外大气污染是指雾霾

等；室内空气污染中，二手烟的危害不容
忽视，含有几百种有毒或致癌物质，对女
性伤害更大；厨房油烟污染同女性肺腺癌
关系密切，做饭时应保持通风，科学选用
抽油烟机；家居装修材料会释放苯、甲
醛、氡等挥发性气体，在其缓慢作用下，
肺癌发病率增高；爱生闷气则是一种“心
理污染”，会影响免疫机制，使癌症有可乘
之机。

此外，人口老龄化也是肺癌高发的因
素之一。支修益说，老龄化、不良生活习
惯以及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污染逐渐加剧，
均使肺癌发病率逐步攀升。

肺部结节不等于早期肺癌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把胸部 CT 列

为排查、诊断、评估和出院标准的常规检
查项目，胸部 CT 的使用比以往大大增

加，使得大量肺部小结节被“曝光”，也给
许多人带来困扰：肺部结节是早期肺癌吗？

“首次胸部CT扫描查出的肺部小结节
95%以上是良性的，比如既往有肺结核、
肺部纤维组织增生等良性病变，体检者千
万不要过度恐慌。”支修益说。当然，在肺
癌高发地区，锁定肺癌高发人群，使用胸
部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
肺癌。

近年来，针对肺癌的新药物、新技
术、新理念和新规范层出不穷，特别是从
分子靶向药物到新兴的免疫治疗，已经完
全改变了晚期肺癌的治疗格局。支修益认
为，靶向药物使用之前必须先进行基因检
测，然后针对有基因突变的靶点选择相应
的靶向药物。

电子烟也会危害人体健康
近年来，电子烟在我国悄然兴起，消

费人群大都是青少年。支修益说，大多数

电子烟是尼古丁的传送系统。青少年通过
电子烟成为尼古丁的依赖者，今后就会成
为传统卷烟的消费者。不可轻信电子烟

“无害”或“低危害”，特别是把消费群体
锁定为青少年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

世卫组织提醒公众，约三分之一的癌
症患者死亡是由于吸烟、体重指数过高、
水果和蔬菜摄入量过低、缺乏体育锻炼及
饮酒造成的。因此，不吸烟、经常锻炼、
健康饮食、避免有害酒精使用，都是有效
的预防方法。

“通过科学规范的多学科治疗，癌症也
可以像高血压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一样得
到控制。”支修益说。

专家呼吁：警惕引发肺癌的“五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