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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6日上午，第一届“银杏·新视野”意识障碍诊断

与治疗研讨会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昏迷促醒中

心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全国知名昏迷促醒诊疗研究诊中心专家北京八一脑

科医院徐如祥教授、戴宜武教授、何江弘教授、河北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李红玲教授 ，我院院长连鸿凯、

党委书记丁凡、副院长李保 林以及兄弟医院代表和协同

发展战略联盟单位代表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高新区医院院长刘寒松主持。

连鸿凯院长强调，慢性意识障碍的诊疗一直世界医

学界的难题，给家庭及社会带来巨大痛苦和经济负担。本

次研讨会围绕意识障碍的新进展、研究热点、难点，及相

关协作研究策略等与专家进行深入研讨，共同推动意识

障碍研究深化及发展，加速神经科学前沿技术的临床转

化，造福患者。

3月 26日下午，徐如祥教授、戴宜武教授、李红玲教

授、何江弘教授与我院昏迷促醒中心医 务人员共同对征

集来自全省各地的 20余名长期昏迷患者进行了会诊，为

昏迷患者制定了个体化的促醒方案，并现场教授患者家

属床旁康复、护理等相关知识。

党 办

我院举行第一届“银杏·新视野”意识障碍诊
断与治疗研讨会暨昏迷促醒中心揭牌仪式

3月 5日，我院第三届六次工会会员代表大

会暨三届八次职工代表大会隆重举行。大会听取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四项报告决议草案和重大事

项决议。

院长连鸿凯作题为《励精图治继往开来 全

力开启医院改革发展新征程》的工作报告，全面

总结 2015 年度医院在深化内涵建设等十个方面

取得的成绩，提出 2016 年十项重点工作。他强

调，要坚持“病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服务理念，

坚持围绕以质量安全体系打造为根本的发展思

路，逐步实现医院整体工作“五个转变”。

会上，对 2015 年度“张褒佳式服务示范岗”、

“张褒佳式好医生”、“张褒佳式好职工”、“特别贡

献奖单位”、“突出贡献奖单位”、“综合绩效考核

优秀科室”、“六型行政职能部门建设示范科室”、

“工会积极分子”、“优秀提案和提案承办先进科

室”等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党委书记丁凡致闭幕词，她指出，我们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院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闯出

一条跨越发展的路子来，为把医院建成一所综合

医疗能力强大、学科特色突出、分级诊疗完善、内

部运行高效、品牌更具影响力的郑州市标志性医

院和具有区域优势的学术型、数字型医疗集团而

努力奋斗！

会上，还进行了“我和中心医院共成长—善

的行动”扶危济困基金捐款活动。 党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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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月份大事记

Our ideas and pledges
我们的 和

拥有专业的技能和优越的资源，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便捷的医疗和服务
With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superior resources,
provide patients with safe, effective and convenient medical service
敬畏生命，以本职工作为荣
Reverence for life, take pride in our own job

Dedication爱岗敬业

患者都能够得到适宜的、专业的医疗服务
Provide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medical services for patients
建立开放、透明、安全的医院文化
Foster a hospital culture based on openness,transparency and safety
竭力避免不足和差错
Try to avoid shortages and errors
支持职工提高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Support staff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持续监控改进医疗质量
Monitor and improve medical quality continuously

以真诚和尊重对待患者，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Treat patients with sincerity and respect,
construct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职工之间互相尊重、团结友爱、协同配合
Mutual respect, solidarity and friendship , cooperation among staffs

Respect others尊重他人
求是、求实、求新、求和，引导职工践行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Seek truth, be realistic, innovation, seek harmony,
guide staff to practice correct values and norms of behavior
职工间相互理解、理解支持，多学科协同发展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ing among staffs,
multi-disciplin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管理者以身作则，共建互信
Managers model the mutual trust values and behaviours

坦诚面对不足，努力修正错误
Face the deficiency frankly ,try to correct mistakes
听取职工意见，及时给予帮助
Listen to the opinions of staff ,give them help in time

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规范收费
Rational examination, rational use of drugs,
reasonable treatment, standard charges
职工间以诚相待，支持职工勇于表达意见
Staffs are honest to each other,
support our staff to express their views courageously
定期与职工反馈互动
Provide regular feedback to our staff

统筹兼顾安全、质量和效率
Balance safety ,quality and efficiency
持续改进提高患者安全管理
Improve safety management of patients continuously
注重患者反馈，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就医感受
Pay attention to patients’feedback,optimize service process,
improve feelings of seeking medical advice
建设高质高效的急危重症治疗中心
Construct high qua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Intensive care center
注重细节，精益求精
Pay attention to detail, strive for perfection

Pursue excellence追求卓越
以循证医学为基础，以精准医疗为目标
Guided by evidence-based medicine,
with precision medicine as the goal
尽最大的努力，提供最好的服务
Do our best to provide the best service

3月 26 日，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

究中心在广州举行“2015 中国医院·竞争

力排行榜”颁奖仪式，发布了“2015 中国

医院竞争力·省会市属医院 100 强”排行

榜，河南省上榜医院 6家，我院在百强中

名列第 6名，河南省 6家上榜医院中位居

首位。

此次排名主要参考指标包含规模竞

争力、技术竞争力、运营竞争力三大板块。

为确保结果的全面公正，艾力彼设置了

“四横三纵”的综合评价体系，横向为顶级

医院、省会市属医院、地市级城市医院和

县级医院，纵向为非公立医院、中医医院

和省域医院，评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医

院树立各自的行业标杆。

医院以临床为“主体”，以科研和教学

为“两翼”，走“一体两翼”创新发展之路。

积极探索集团化可持续发展模式，深化医

联体及战略协同联盟工作，打造完善的分

级诊疗体系。目前拥有医联体单位 75家，

协同发展战略联盟单位 35 家。强化学术

型附属医院建设，突出重点专科及医学中

心，提升高层次、高水平的科研和教学能

力，打造品牌专科、品牌技术，品牌医生。

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以流程再造为着力

点，以急诊、门诊、重症、手术室为关键环

节，以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为抓

手，以绿色通道、多学科会诊、危急值跟

踪、危重症管理、医患沟通和潜在风险掌

控等六项措施为保障，强力打造质量安全

可持续发展体系，全面提升医院整体核心

竟争力。

党 办

近日，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委员会发布第七批通

过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公告，我院顺利通过中国胸痛中心

认证。

我院胸痛中心运行以来，D-to-B 时间逐渐缩短，其

中最短 25分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医院先后多次召开

典型病例分析会、联合例会多次质量分析会，查找工作存

在的漏洞，不断进行改进，并结合相关指南的更新，先后

对 25 个流程进行了修改，制定制度 21 项，开展培训 68

场。在诊疗体系建设方面，医院充分发挥医疗联合体的优

势，与郑州市急救中心签订了联合救治胸痛患者的协议，

与 5家医联体单位签订了联合救治胸痛患者的协议。

据悉，2016 年 3月 8日上午，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

作委员会专家组一行 5人，对我院胸痛中心进行了现场

验收。专家对各个环节进行了严谨高效的审查，并对中

心医院胸痛中心现场审核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反馈，认为

中心医院胸痛中心建设成绩总体令人满意，存在较多亮

点。 党 办

3月 26 日—3月 27 日，“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

大型系列公益活动走进林州市。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教授

胡大一及大医博爱志愿者团队，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副巡

视员王杰英、安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苏保民、河南省卫

计委宣传处负责人、医药卫生报报社社长杨力勇、我院党

委书记丁凡、林州人民政府副市长牛永奇等 1000 余人参

加了此次活动。

开幕式上，我院党委书记丁凡、林州市中医院院长侯

永存共同为协同发展战略联盟揭牌。丁凡表示，今后，双

方将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医疗技术等方面

加强合作和交流。活动中，举办了仁医胡佩兰诞辰一百周

年纪念活动座谈会。

在林州市中医院，我院肝胆胰外科、神经内科等十多

个科室的 50名专家和当地医院医生一起诊治疑难杂症，

并进行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和诊治，共义诊 1500 余

人。 党 办

3月 6日，我院举办产科急危重症技术培训班启动仪式暨

三八妇女节大型公益活动。

3月 8日，我院接受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委员会专家组

的现场验收。

3月 11日，在郑州市 2016年中医药政工作会议上，我院中

医老年病专科和康复科被评为第四批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

3月 22日，上海中山医院呼吸科白春学教授来我院指导工

作。

3月 24日，我院组织专家到登封市大金店镇崔坪村开展义

诊帮扶活动。

医联体工作：一是 3月 4日，我院举办医联体分级诊疗试点

工作———医师团队结对见面会。二是 3月 17日，我院召开医联

体分级诊疗试点工作信息化培训会。

健康讲座：一是 3月 14 日、15 日、22 日，我院组织专家分

别到郑州市二十一中学、中原区外国语小学、伊河路小学举办

了教职工健康大讲堂。二是 3月 24日，我院在院总部和国棉三

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了世界结核病防治日健康教育活动。

三是 3月 25 日，我院到郑州市国税局举办了常见疾病健康知

识讲座。

3月 4日，我院白玉兰青年志愿服务分队到郑州市

儿童福利院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3月 27日，我院组织职工及家属近千人参加马拉松

比赛

3月 7日，我院内科党支部书记、呼吸内科一病区主

任张华荣获郑州市“十大杰出女性”称号

3月 12日，我院白玉兰志愿者开展植树活动

3月 28日，我院邀请原阿里分军区司令员、军旅歌

曲《小白杨》的原型———战斗英雄李永强为医院管理团

队作进行了一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党课

“2015年中国医院竞争力·省会市属医院 100强”

榜单出炉 我院位居第六名

我院顺利通过
中国胸痛中心认证

致力于维护人群健康，解除患者病痛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health of the population,
relieving patients of pain
致力于职工健康成长，共享发展成果
Committed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aff,
enjoying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together

People oriented以人为本

病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确保满足患者的基本需求
Put patients first,ensure patients’basic needs are met
以尊重、友善的态度，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和服务
With respect and friendly attitude,
provide patients with professional medical care and services
让患者和家属充分参与诊疗全过程
Include patients and their carers in decision making adequately
以患者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Act in the patients’best interest
畅通管理层、患者和职工相互之间的沟通渠道
Smooth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mong management,
patients and staff
重视职工需求，提供发展平台，促进健康成长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staff,
provide them with the development platform,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aff

诚实守信 Honesty and trustwo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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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第三届六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暨三届八次职工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大型系列公益
活动开启第 12站之行———走进林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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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如何实现
“容光焕发”？

20天前，61岁的朱大爷遭遇了

一件烦心事儿。在今年的体检中，医

生发现朱大爷盆腔内长了一个约菠

萝 大 小 的 肉 体 组 织

（12.0*10.8*9.2cm），还跟精囊分界

不清，因为这个东西长在前列腺上，

所以朱大爷不敢怠慢，辗转了省内

多家医院，但都因为它体积太大，还

挨着耻骨，手术难度属于国内罕见，

所以医生都建议他保守治疗。不甘

心的朱大爷找到了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范锐

主任，经过范主任的详细检查，确诊

朱大爷是前列腺增生。

确诊了病情，朱大爷悬着的心

总算是落地了。因为增生太大，经

本人和家属同意，由范锐、张凯两

位主任主刀对他进行了开放前列

腺剜除术，大约两个小时的手术切

下来了约一斤的前列腺增生组织。

如今朱大爷恢复良好，没有任何后

遗症

范锐主任说，良性前列腺增生

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病，但体积如

此巨大的前列腺增生目前在国内

很罕见，手术难度大，对局部精细

解剖及创面止血要求很高。前列腺

增生患者在饮食上应注意忌食辛

辣刺激性食品，如辣椒、咖喱、胡椒

等，尽量少喝酒或者不喝酒。日常

生活中，如发现前列腺增生情况，

应到正规医院进行相关检查，不要

讳疾忌医。

泌尿外科二病区 范 锐

盆腔内长出“菠萝”大增生，竟然是……

“急促的心跳，抽搐的身体，苍白的面

容，痛苦的呻吟。一位年轻的大夫瞬间在我

面前栽倒。30分钟前，我们还一起完成了手

术，30秒前，我们在采集新入院患者的信息，

然后他走开，靠着墙顿

了数秒，接着他的身体

像拆除了围挡的泥沙，

晕倒在病 房的角落

里。”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的一位规

培医生亲眼目睹了泌

尿外科一病区魏俊峰

大夫晕倒的这一幕。

魏俊峰突然晕倒，

吓坏了同行的医护人

员，顾不上平复情绪，

立即进行紧急处理，并

通知急诊科及相关科

室进行会诊。病房的患

者在讨论，魏大夫这么年轻，怎么突然就晕

倒了。后来得知，在倒下前，这位年轻的医生

已经连续工作 40多天，春节期间在病房里

持续奔波，周末仍旧在安排病人的手术和治

疗，每天都忙到晚上十点以后，即使是下夜

班也要到晚上八九点才能离开医院，吃饭都

是同事买来带到科室。他曾经多次提起，已

经好久都没来得及抱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至少，在这 40天里，他把所有的心血和精力

都给了患者，甚至差点付出年轻的生命。

很庆幸，经过救治，魏俊峰病情稳定，已

无大碍。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病床上的

他依旧挂念着自己的病人，担心工作怎么

办。据同事和病人反映，魏俊峰平时工作认

真负责，对待病人耐心细致，深得领导同事

赞扬和肯定，也赢得了病人的信任。

每一位年轻的医生都在为自己的梦想

奋斗着，穿上白大褂，他们就有了责任感和

使命，为了刚入学立下的誓言，为了“医生

“这个神圣而庄重的称号。为年轻的魏俊峰

医生点赞，祈祷他健康、平安！

泌尿外科一病区 吴 冲

泌尿外科医师魏俊峰连续奋战 40天，
他忘了医生也会生病这件事！

“大夫，谢谢您，我父亲终于不用再忍受

用锤子又凿又敲拔牙的折磨了！”吴先生拉着

医生孙琦的手感激地说出了这句话。

3月 9日一大早，吴先生带着 91岁高龄

的老父亲专程来到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口腔颌面外科门诊，在老人与主治医师孙

琦的交谈中发现，吴老先生对拔牙的心理阴

影非常严重，只要提起以前用锤子又凿又敲

的拔牙经历就身上发抖。

在护士为老人量了血压后，孙琦又了解

到老人有心肌缺血的病史，并且 5年前曾做

心脏支架，充分评估了拔牙的风险后，孙琦决

定立即为吴老先生实施心电监护下残冠拔除

术，老人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整个拔牙过程，

前后不到 3分钟！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口腔颌面外

科主任张瑞说，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许多患

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同时存在口腔问题，但是

恐惧拔牙，不愿接受治疗。这是不可取的，口

腔疾病如不及时治疗，躲在其中的细菌或其

他致病因素就会通过各种途径跑到身体的其

他部位和器官繁衍，造成其他脏器的损害，进

而影响全身健康。对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

和脑血栓后遗症等患者及身体状况不好的高

龄患者来说，稍有不慎，拔牙就可能成为心脑

血管意外的“导火索”。针对此类患者，中心医

院开展了“心电监护下微创拔牙技术”，专业

医护人员在拔牙过程中可以通过心电监护仪

实时关注患者的心电图、血压、脉搏、呼吸、血

氧饱和度的变化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

患者手术全程安全。

口腔颌面外科 孙 琦

无痛拔牙只需 3分钟，
91岁高龄也不是问题

84 岁的李大爷，经常会感觉呼吸不顺

畅，开始没当回事，直到感觉呼吸困难的时

候，才到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就诊，

经检查，甲状腺长了 10 公分大小的囊肿，压

迫了呼吸道，才导致了呼吸困难。

超声科大夫崔智飞结合李大爷的年纪

及身体状况，决定为李大爷进行超声引导下

甲状腺囊肿聚桂醇硬化治疗术，其原理是使

用硬化剂聚桂醇破坏囊壁上皮细胞，使其失

去分泌囊液功能，致囊肿缩小或消失，达到

治疗目的，该方法同样适用于肝、肾囊肿、盆

腔囊肿、腱鞘囊肿、坐骨结节囊肿等。

崔智飞介绍，整个手术不需要手术刀，

只需用一根细细的穿刺针就可以完成，手术

具有创伤小、无刀口、无痛苦、疗效高、恢复

快等优势，特别适合爱美人士及年纪较大的

患者。

崔智飞说，甲状腺囊肿是一种地方性流

行疾病，主要由于缺碘，引起甲状腺增生肿

大出现甲状腺囊肿，退行性病变。甲状腺囊

肿患者早期无任何不适，往往是在无意中发

现颈前部肿物。通常没有全身症状，个别会

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状，久病者可能有甲状

腺功能降低症状，如胃纳减少、无力、轻度水

肿等。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充

足的睡眠时间，睡前用温水泡脚，促进身体

血液循环。另外不要吃过多、过甜的食物，少

抽烟少喝酒，避免油腻和油炸食品，都是有

效预防的方法。

超声科 崔智飞

一根针轻松解决呼吸困难

有句谚语：“纯水是世界上第一重要的药

品。”它能保证身体细胞、组织、器官的活性和

功能，维系着我们的生命线。喝水到底要注意

什么？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营养科主

任张师静总结了一部健康饮水“三字经”，教

您正确饮水。

尿色变，留心看。人体缺水会出现一些症

状，尿色加深就是一个信号。一般来说，尿液

呈淡黄色或浅黄色时，应补充 100 毫升 ~200

毫升的水；尿液呈深黄色时，亟需补水 500 毫

升；如果尿液颜色过浓且尿量明显减少，就必

须及时到医院就诊。

勤补充，分时段。我们每天 2500 毫升的

摄水量中，必须保证有 1600 毫升白开水，其

余水分可适当从其他食物中获取。正确的方

法是勤喝水，每次两三口，不要等到渴了再

喝。此外，每天还要重点把握三个喝水时段：

早起一杯水（约 200~300 毫升）；睡前一小时

一杯水；餐前一杯水。

抛软饮，弃酒杯。很多饮料富含糖分，而

因糖摄入超标，软饮料导致疾病致死致残的

比例每年都在上升；过度饮酒易伤身，浓咖

啡、浓茶刺激神经兴奋，让人难以入眠。

凉白开，最划算。目前市场上饮料种类繁

多，占据了公众大部分摄水量，让很多人忽视

了喝水。白开水是目前认为最符合人体需要

的饮用水，清洁无菌，煮沸后，水质和水硬度

得到改善，保存适量矿物质，是最经济的健康

饮品。 党 办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这

早春的清晨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走出了家门，在

街边、公园里边走路边

“啪啪啪”的拍手。郑州

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针灸理疗科主任、主

任医师赵欲晓说，人的手上有数百个穴位，拍

手时可以振荡气脉，促进气血的通畅，调节生

理机能，对人体有好处。那么，怎么做才能达

到良好的养生效果呢？赵欲晓给我们详细介

绍了“拍手功”的注意事项。

时间：早饭前或晚饭后半小时。

地点：林间或者公园内，或者自家客厅、

书房、卧室，总之空气流通较好的地方都适合

练拍手。

正确方法：十指分开，两手手掌对手掌、

手指对手指均匀拍击。开始时可轻拍，以后逐

渐加重，至自己双手能承受为度，但不能太

轻，否则起不到刺激手反射区的作用。拍击

时，记得将拇指与其他四指分开，以免拍手过

度造成淤血，意念专注于两掌之间，心情保持

轻松愉快。

边走边拍，手脚结合效果更好。拍完手后

不要立即停下，可以适当做一些放松动作过

渡一下，比如双手臂放下，两肩放松，脊柱放

松，均匀吸气呼气若干次，吸气时脚跟随之抬

起，两臂自然上抬至头部，手腕放松，掌心朝

下；随着呼气，脚跟落地，手臂也稍用力向下

甩回原处。可以重复做 30次。 党 办

健康饮水“三字经”，
正确喝水变年轻！

拍手保健康，这事
你知道吗？

猝死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导致年轻

人猝死的原因很多，“过劳死”是常见的原

因。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急诊科主

任、主任医师王宝玉说，熬夜、加班、酗酒、暴

饮暴食、疲惫、抑郁，是对猝死年轻化原因的

一个解释。

猝死前的征兆主要有：劳累或精神紧张

时出现胸骨后或心前区闷痛或紧缩样疼痛，

不明原因心动过速或过缓等症状，反复出现

脉搏不齐，体力活动时出现胸闷、心悸、气短。

猝死并非猝不可防。饮食结构要合理，

多吃水果和含纤维素多的食物及蔬菜，少吃

高胆固醇和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养成良好生

活习惯，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

夜；定期健康体检，要对那些潜在性的疾病

进行全面筛查和规范的治疗，不舒服及时就

医；注意心理健康，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学

会调节心态，多与人沟通交流，经常保持愉

快的心情；坚持锻炼，适量运动，能提高心肌

收缩能力，增强机体免疫力。

最后重要一点要记住，如果有猝死的症

状，要及时拨打 120 和尽早开展心肺复苏，早

一分钟就多一分希望。

41号急救站 李 科

二胎时代来临，很多父母都选择再生一

个宝宝给孩子作伴。而对于头胎剖宫产的妈

妈来说，着实有不少问题和担忧，就让郑州大

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雅莉来为您解答吧。

瘢痕子宫又称为疤痕子宫，指受伤过后

留下疤痕的子宫。瘢痕子宫并不一定出现在

瘢痕体质的女性身上，而是最常出现在剖宫

产的妈妈身上。此外，曾经历过子宫肌瘤剔除

术、子宫穿孔或破裂修复术、子宫成形术等妇

产科手术的女性都容易形成瘢痕子宫。

瘢痕子宫再妊娠，可能出现子宫破裂、产

后出血、前置胎盘等情况，从而导致流产或者

胎死腹中。子宫瘢痕处“肌层缺陷”和“血管增

生”，可能是剖宫再孕风险的病理学基础。女

性剖宫产最好不要超过 3次。3次或 3次以上

的剖宫产，怀孕时发生自发性子宫破裂的可

能性比较大，再临产的危险性也会增加。

剖宫产后再次怀孕，最好间隔两年，这样

瘢痕愈合更结实牢靠后，会减少子宫破裂的

风险。

怀孕初期，在停经 40-50 天时，做 B超检

查，确认孕囊没有长在第一次手术的瘢痕上。

虽然子宫瘢痕处妊娠发生率仅占有剖宫产史

孕妇的 0.15%，一旦发生，则可能出现难以控

制的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若 B超提示孕囊

着床位置正常，则不必太过担忧。

孕中后期，可能出现腹部的隐痛，如果休

息或改变体位可以缓解，而胎动、胎心正常，

就不要过分担心。如果有持续性下腹部疼痛，

痛处比较固定，要警惕前次子宫瘢痕破裂，立

即到医院就诊。

对于瘢痕子宫再妊娠妈妈，应提前两周

入院待产。分娩方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瘢痕

愈合不佳时，或胎儿体积过大，胎位不正时，

需要进行剖宫产。若无不良因素，且瘢痕愈合

良好，胎位正常，可在医生严密观察下进行阴

道分娩，顺产有助于产后恶露的排出，促进子

宫恢复，同时也有利于宝宝迅速适应出生后

各器官功能的巨大变化，减少新生儿并发症

的发生，促进免疫系统的健康发育。 党 办

关于猝死，你知道多少？

剖腹产后二胎想顺产的
妈妈看过来

皮肤在春天最容易出现

问题，干燥、脱皮、过敏，每一

种问题都能让人抓狂不已，

为了有“面子”，是时候学学

怎么护肤了。

温水洗脸

洁面不仅要注意护肤品

选用，就连水温也很重要哦。

洗脸时一定要掌握好水温，

不可过烫也不可太凉，用温

水洗脸最好。因为春季肌肤

容易敏感，无论热水还是冷

水，都会产生不良的刺激，加

重肌肤的负担，使其不堪重

负，抵抗力下降，引起皮肤过

敏。

保持水分充足

皮肤一定要保持水分充

足，皮肤缺水时是最敏感的

阶段，很容易受外界影响导

致过敏。人们总以为皮肤过

敏就是脸开始发红，其实不

然，在你感觉到皮肤有绷紧

感时，其实就已经是敏感的

最初阶段。所以每天在脸部

清洁完后，趁皮肤还带润感

就应该立即涂抹上适合自己

的润肤乳。

定期深层清洁

油性肌肤的人由于油脂

分泌旺盛，代谢的死皮和空

气中灰尘都容易粘在皮肤

上，这样容易堵塞毛孔，形成

黑头和粉刺痤疮，与过敏症

状加在一起就更雪上加霜。

所以应该一周一次深层清洁

皮肤，使用去角质洗面产品

和清洁面膜清洁污垢，使毛

孔保持清透。。

谨慎使用化妆品

谨慎使用化妆品也是预

防过敏性皮炎的重要方法，

而且，对于肌肤容易敏感的

人而言，用惯了的化妆品最

好不要随便更换，若要使用

新的化妆品，应先做皮肤试

验，方法是将要使用的化妆

品涂抹在手腕内侧皮肤比较

细嫩的地方，留置一晚或

2-3 天，以观察其反应，若是

出现异常反应，如发炎、泛

红、起斑疹等，就必须避免使

用该化妆品。

注意防晒

很多人都只有在夏季才

会做防晒工作，其实春季也

很需要，虽然阳光没有夏季

的毒辣，但是紫外线还是比

较强的，不可掉以轻心，不要

忘记出门擦上防晒霜，选一

些防晒系数小一些的，刺激

性低的防晒产品，避免日晒

对皮肤的伤害。

保健办 孟珍

如何借助饮食
缓解春困？
天气渐渐转暖，人们却

时常感觉到困倦与疲乏，也

就是俗话说的“春困”。这是

由于春天气温适中，人体血

流较为缓慢，中枢系统的兴

奋性刺激减弱，于是出现了

头昏欲睡的“春困现象”。

通过饮食，我们可以预

防和缓解春困的发生。春季

的饮食应以清淡为主，少食

油腻煎炸食物。合理安排一

日三餐尤为重要：早餐应吃

些含淀粉的米、面类主食，淀

粉代谢后生成的糖类是大脑

惟一可利用的热能，另外，蛋

白质类的食物也不可或缺，

如牛奶、鸡蛋、豆浆等，其中

富含的酪氨基酸可使大脑清

醒和警觉。午餐食物种类要

多样化，多食应季新鲜蔬菜，

同时也要有适量的蛋白质类

食物，如豆制品、鱼、虾、瘦肉

等，进餐顺序为汤 - 青菜 -

主食 -肉类。晚餐八分饱，

以易消化食物为主，以免影

响睡眠，加重春困症状。另外

在两餐之间最好进食适量的

水果，以补充足量的水分、维

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等

营养素。

除了饮食方面，我们还

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时间

与愉悦的心情，适量的运动，

适当增加户外活动量，如爬

山、赏花等。

临床营养科 王涵澄

2015年度张褒佳式服务示范岗

豫欣康欣舒缓病区是一个团结、和谐、

创新管理、与时俱进的医疗团队。在医院的

领导下，科室医务人员以饱满的工作热情、

严谨的工作作风、贴心的医疗服务，赢得了

领导和患者的一致好评，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 树立崇高医德，提高社会影响力

康欣舒缓病区是豫欣老年病医院特色

专科，是以呼吸循环支持（后 ICU）和临终

关怀、全无陪服务为特色的病区。病区开展

的临终关怀服务，为生存时间有限的患者

提供包括宗教信仰、身体和心理的关怀，让

病人在有生之年得到身体的治疗和精神上

的抚慰，最大程度上减轻了痛苦，消除对死

亡的恐惧，维护了病人的尊严，让生命“走”

得更温暖；设置全陪、半陪等分级陪护，减

轻家人负担，让医院变成患者第二个家。

科室领导高度重视医德医风的培养。

无论是政治学习，还是思想工作，都始终把

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放在第一位。严格执

行优质服务规范，塑造了良好的行业形象。

康欣舒缓病区来的病人大多是危重的，经

常是处于昏迷状态，大小便失禁，我们的护

士不怕脏不怕累，尽心尽力进行抢救和护

理，他们的行动感动了许多在场的家属。

二、加强业务学习，提升护理水平

要做好康欣舒缓科的工作，只凭热情

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和娴熟的技术能力，这样才能为病人提供

高质量的医疗技术服务。为了培养良好的

团队协作能力和敬业奉献精神，科室主任

和护士长特别注重医护人员基础理论学习

和业务技能训练，要求大家做到知识更新、

技术过硬。本着这一目的，科里定期进行业

务学习，规范业务查房，科主任带领大家严

格执行查房制度，有针对性地分析疑难病

例，认真讨论诊疗方案，总结经验，每周进

行业务知识学习及讲座，并积极为医生护

士提供进修及学习的机会，强化高年资医

生和高年资护士对年轻医护人员的“传、

帮、带”作用，使康新舒缓科的整体医护水

平不断提高。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当一个

个患者家属露出满意的笑容，送来锦旗和

公开感谢信时，是我们医务人员最感欣慰

的时候，因为这是病人及家属对我们工作

的肯定和信任。

三、强化“五心服务”，确保医疗安全

护理服务中，科室坚持为患者提供“五

心服务”，即“爱心、细心、耐心、热心、责任

心”，进一步贴近患者，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体现“以人为本，温馨服务”的护理理念。护

理是爱的事业，面对医院的陌生环境，科室

首先在接收新病人入院环节上下功夫，实

行“首迎”“首问”责任制，主班护士主动起

身热情询问病人及家属，迅速安置床位，备

好床单，监测血压，环境介绍，给患者留下

温馨的第一印象。责任班护士更是患者的

贴心人，文明用语，一句句“大娘、大爷您感

觉怎样了”的问候声使人倍感亲切。“来，我

扶您起来”“下床慢点”“这个体位感觉舒适

吗？”等等治疗用语使患者体会到了亲人般

的关怀。“细心”和“耐心”是康欣舒缓科护

士必备的基本素质。健康宣教就是解决患

者急躁情绪的方法之一。尤其是责任班护

士经常不厌其烦地、有针对性的耐心讲解、

举例、示范，让患者及家属多掌握了解一些

院内院外的疾病保健、预防知识，增强患者

及家属治疗疾病的信心。

医疗质量和安全是科室管理的命脉，科

主任、护士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责任重于

泰山”。以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服务态度为

病人提供优质服务，是康欣舒缓科管理的核

心所在。确保病人安全，消除安全隐患，需要

科室人员同心协力，人人参与。在康欣舒缓

科，上至教育引导，下至跟踪督导，医务人员

树立了良好的主人翁意识，动脑筋发现问题，

想办法解决问题，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全

科医务护士已形成了共识。狠抓核心制度落

实，尤其是首诊负责制、危重病人抢救制度等

大大避免了医疗纠纷及医疗事故的发生。

一年来，在医院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康欣舒缓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在各项

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有很多不足。成

绩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将来，今天就是明

天的起点，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以张

褒佳同志为榜样，再接再励、团结协作、携手

奋进,为我院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工作！

质量效能科现有人员 8人，主要职责

是负责科室奖金核算、内部审计和医院经

济运行分析。质效科全体成员在王国强总

会计师兼科长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克难攻

坚，较好地完成了科室常规工作和医院安

排的各项任务。

科室奖金核算。以科室全成本核算为

基础，对科室可控收入和成本项目进行核

算，按工作量动态激励，根据不同科室的业

务内容、技术水平、风险程度、劳动强度、收

费标准等制定不同的分配系数，结合全面

质量管理考评结果，按月核算科室奖金，调

动了科室工作积极性。督导科室奖金二次

分配，科室内部考核分配体现了重质量、重

实效、重贡献的原则，体现多劳多得、优劳

优酬原则，不搞平均分配。以科室奖金核算

为抓手，规范了医院核算单元的设置、人员

的编号规则、资产的分类目录、会计核算明

细科目的设置、核算项目的设置等基础数

据，完善了医院内部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核

算方式和方法，不断修订完善医院综合绩

效管理方案。

根据我院实际建立了医院绩效管理信

息系统，大大提高了奖金核算工作效率和

质量，方便科室及时了解绩效信息，同时使

绩效工资的结果和发放更加公开、透明。截

止目前，我院个人奖金所得已占个人收入

所得的 60%，奖金已成为大部分职工的重

要经济来源。有效地调动了职工工作的积

极性，成为医院实施综合绩效管理的动力

源泉。近年来，我院综合绩效管理工作接待

了省内外几十家医院的参观交流。

内部审计。制定了《郑州市中心医院内

部审计工作规定》，《规定》就内部审计的职

责、任务、权限、工作程序等进行了明确。制

定了《郑州市中心医院合同管理规定》，对

合同、协议的管理进行了规范。制定了《郑

州市中心医院应付账款支付管理规定》，加

强应付账款支付的管理。内部审计工作主

要围绕日常审计和专项审计开展，其中日

常审计涵盖合同签订前的审核，应付账款

支付前的审核及职工医药费报销单据审

核。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共审核各类合

同、协议 1015 份，提出建议 258 条；审核应

付票据 62213 份，金额 167190 万元，审减不

合理金额 45万元。在做好日常审计的基础

上，质效科还开展了专项审计，目前共开展

29项专项审计，提出整改建议 150条，提交

专项审计报告 29篇。通过内部审计工作的

开展，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充

分发挥了内部审计部门免疫系统作用，及

时反映和纠正了医院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防范了财务风险，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2012年、2013年我院被评为“郑州市内

部审计工作先进单位”。

经济运行分析。质效科于月度、季度、

半年、年度终了对医院的经营状况和临床

医技科室的经济业务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

析，向院领导及时提交真实、可靠的数据信

息，为院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截止目前，已

提交各类经济运行分析报告 52篇。通过对

医院运行情况的分析，指出了我院运行中

经济提升的工作亮点及存在的问题，有利

于医院管理层充分了解医院整体运行情况

及相关的财务指标。在做好经济运行分析

的基础上，质效科又根据医院需求，开展了

部分专项分析。其中《收入在节假日下降原

因分析》明确指出：收入在节假日之所以下

降原因不是因节假日造成的，而是由于临

床、医技科室工作人员的不当安排造成的,

从而促使医院全面实行“节假日医疗服务

同质化”。

豫欣老年病医院康欣舒缓病区

高新区医院内科二病区是一个团结协

作、创新管理、与时俱进的医疗护理团队。

自 2014年 12月建科以来，由于科室医务人

员均来自不同科室，人心不齐，考虑到科室

稳定发展需求，科室管理者树立“科室即

家”的管理理念，把医务人员思想教育放在

首位，倡导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创新进取

的工作作风，在科室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工

作氛围。

创新学习，创新管理，与时俱进，只有

这样才能不断向前发展。科主任、护士长是

观念更新，破旧立新的领头雁，敢想敢干，细

化工作流程，完善岗位职责，做到事事有人

管，人人有专责。在努力钻研业务的同时，注

重人才培养，本着高起点、高要求、高标准、

高素质的原则，强化高年资医生和高年资护

士对年轻医护人员的“传、帮、带”作用，使科

室业务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一年来，医护人员在科主任罗金键、护

士长张刘敏的带领下，克服建科初期各种设

备、设施、人员不完善的困难，经常加班加

点，随叫随到，科主任不计得失，每天穿梭于

病房、门诊、内镜室，护士长密切配合主任工

作，重点驻守科室抓管理，做好后勤保障，表

现出良好的团队协作和敬业奉献精神。

一、积极倡导优质服务，提升护理服务

品质

科室建立医护一体责任制整体护理工

作运行方案，以总结经验、逐步完善，医疗、

护理质量全面提高，医师、护士、患者、医院

均满意为总目标，采取措施，建立“医护责

任组沟通日记”、“医护责任组出院患者计

划单”和“出院患者随访规范”，便于医护责

任组针对患者的病情和诊疗信息及时进行

沟通，加强协作性和配合度，提升了患者满

意度和服务品质。

二、优化科室诊疗环境，确保危重症患

者安全

设立公用周转床制度，建立责任组长

制，不仅弥补了医护一体患者管理不便于

集中的难题，还有效保证了危重患者、急诊

患者的集中、就近抢救及医疗安全。

三、注重理论学习交流,提升医务人员

素质

科室建立医护一体三级教学查房制

度，坚持每周五选取消化内科典型或疑难

病历进行床边教学查房，科主任、护士长根

据主管医师、责任护士汇报患者病情及诊

疗护理情况做点评，同时对相关理论知识

进行现场指导，达到不断丰富医务人员理

论知识，提高科室消化系统常见症、急症的

诊疗救治水平。建立护理人员规范化培训

工作机制，坚持每月采取多种形式对医务

人员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专业理论知识

培训，并于 2015 年 10月开始先后安排 15

名护理人员分 20余次前往内镜室进行见

习，极大的丰富了科室护理人员的内镜知

识，为以后内镜检查前的准备工作、宣教及

术后的安全护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开展新技术新业务,提高专科技术

水平

派遣科室主治医师一名前往 301 医院

进修学习 ERCP、ESD 技术；开设幽门螺杆

菌门诊，并积极与兄弟医院成立“早癌联

盟”，加强早癌的筛查与诊治；同时下社区、

周边高校、企事业单位开展义诊活动，加强

与乡级卫生院沟通，提供各种优惠便民措

施。2015年，科室开展的新业务十二指肠镜

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完成 20 例，

经内镜消化道黏膜切除术（EMR）75例。

新的一年，高新区医院内科二病区将

继续努力，按照医院“病人的需要是第一位

的”服务理念，扎实开展医护一体工作模

式，提高专科知识水准，提升专科技能水

平，为打造一支精干团结的消化专科医疗

护理团队而努力。

高新区医院内科二病区

质 量 效 能 科

病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

妈咪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