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83 岁的刘洁和 71 岁的马文昌给商水人合颐养公寓送来锦旗， 表示感
谢。 图为服务人员为刘洁梳头。

周口人合医院被授予“基层血管健康管理中心示范单位”称号
本报讯 （记者 梁照曾 文/图） 9 月

26 日上午，周口人合医院被中国卒中学
会、河南省卒中学会、河南省卒中预防
中心授予“基层血管健康管理中心示范
单位”称号。 河南省卒中学会副会长何
远宏、商水县卫健委副主任李小璐为周
口人合医院“基层血管健康管理中心示
范单位”揭牌（如图）。

由中国卒中学会发起建设的 “基
层血管健康管理中心”，对心脑血管疾
病人群实施预防、 诊断、 治疗和管理
等， 通过实行标准化的心脑血管健康
管理规范与流程，建立市级区域、县域
中心、 乡镇医院和社区的三级心脑血
管健康管理模式， 使心脑血管疾病防
线前移至基层， 从而形成覆盖全程的
慢性病管理体系， 以提升基层医生对
心脑血管疾病的管理水平， 推进基层
医生对患者血管健康的节点管理 ，进
一步提高心脑血管疾病的知晓率 、治
愈率。

周口人合医院于 2019 年下半年加
入中国卒中学会和中国卒中联盟，成为
中国卒中地图上开展卒中工作的标志

性医院。 2020 年 4 月至 6 月，周口人合
医院卒中中心实施溶栓技术成功救治

患者的业绩位居全市第 7， 让很多卒中
（俗称中风）患者快速恢复健康、重返家
庭和社会生活。

周口人合医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周
口人合医院作为基层心脑血管健康管

理中心示范单位，将扎实做好心脑血管
病的防治工作，做好全方位的心脑血管
健康管理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带动区
域内各基层医疗机构不断提升心脑血

管疾病的诊疗能力，持续探索患者管理
新模式，更好地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为进一步提升全县基层心脑血管
疾病救治水平，为“健康商水”目标的早

日实现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据了解，截至目前 ，周口已有 7 家

县级医院被中国卒中学会、河南省卒中
学会、河南省卒中预防中心授予“基层

血管健康管理中心示范单位” 称号，分
别为太康、西华、项城、扶沟、沈丘 5 家
县级医院及鹿邑真源医院、周口人合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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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

人合医院专家团
到商水县马营村免费义诊

本报讯 （记者 梁照曾 文/图） 9 月
24 日， 周口人合医院专家团到商水县
谭庄乡马营村进行免费义诊。 当天上
午 ，17 名专家为 200 多人次的村民免
费义诊。 这是周口人合医院认真贯彻
落实县卫健委的部署而开展的 “2020
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

9 月 24 日早上 7 时许， 周口人合
医院的 2 辆车辆，载着 17 名来自妇科、
外科、心内科、骨科、五官科、眼科、心电
图彩超、药房等科室的专家，其中有主
任医师许整，副主任医师陈兴华、梁密
兰、何华明等。他们带着仪器和药品，一
路赶往商水县谭庄乡马营村，为那里的
老百姓进行义诊（如下图）。

周口人合医院行政院长陈伟说，人
合医院作为一家常年开展公益医疗的

机构，在落实卫健委开展的“服务百姓

健康行动”中更是积极行动者，希望乡
亲们健健康康。 大家听说下乡义诊，纷
纷报名，医院经过再三斟酌，选调了 17
名专家，其中高级职称的有 5 人，包括
1名主任医师、2 名副主任医师，并免费
提供 3017 元的药品。

到马营村后，周口人合医院的专家
携带仪器、药品，立即投入工作。 登记、
量血压、测血糖、看眼疾、做彩超、做心
电图……村里正值秋收，很多村民听说
专家来村里，上门提供健康服务，从地
里赶来检查身体。 人合医院随行护士
还带来疾病预防传单，发给村民，告诉
他们怎样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预防疾
病。

当天上午，人合医院专家团在马营
村开展的“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中，义诊
检查村民 200 多人次。

河南省“百县巡讲”医师培训在周口人合医院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梁照曾 文/图）9 月

26 日上午， 由河南省卒中学会举办的
河南省“百县巡讲”医师培训在周口人
合医院举行。 来自省、市致力于心脑血
管领域治疗、研究的专家，围绕心脑血
管疾病的宣传、预防、治疗及病人的筛
选、管理等，为基层医生进行了专业培
训。

河南省卒中学会副会长何远宏教

授（如图），市中心医院心内二科主任高
涛教授，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
任、卒中中心副组长、硕士生导师夏磊
教授先后授课。 此次培训主要围绕心
脑血管疾病的成因、危害、预防、筛选、
治疗等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从理论到临床实践，传授给基层医

生检测心脑血管的技术指标、预防措施
及治疗药物的应用等。

我国是世界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国家，该疾病由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
病等引起。 据了解，该疾病和不良的生
活习惯等密不可分，其中 75%的心脑血
管疾病可以预防，这就需要社会加深对
该疾病的认识，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
治疗。

据了解，为推进“健康中国”计划，
中国卒中学会、中国医师学会、中华医
学会发起建设了“基层血管健康管理中
心”，推进市、县、乡建设心脑血管疾病
预防治疗的管理体系，从我国整个医疗
体系进行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治疗的制

度化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生活。

我市知名康复专家解姗姗加盟人合医院

本报讯 （记者 梁照曾 文/图） 病人
治愈期间的康复理疗成为当前医院等

医疗机构开展疾病治疗的重要内容，是

医疗机构完整治疗体系的重要体现，近
日，我市知名康复专家解姗姗加盟周口
人合医院康复科，有力提升了周口人合

医院康复科实力。
在近日召开的人合医院中层以上

骨干医务人员业务交流会上，刚刚加盟
周口人合医院的解姗姗和大家一起分

享了她在康复领域的经验心得和成果

（如图），并畅谈了她下一步的康复工作
计划。

解姗姗，2013 年毕业于广州中医药
大学，硕士研究生，针灸医师，毕业后一
直从事成人和儿童的康复工作，擅长成
人神经、骨伤康复，婴幼儿神经、精神行
为发育筛查、孤独症、语言迟缓、智力障
碍、脑瘫等疾病的诊断和康复。 其为河
南省康复医学会委员、河南省康复学会
儿童分会委员、周口市康复学会常务理
事、 周口市儿童发育行为委员会委员。
她曾带领团队通过国际康复质量认证

委员会的最高认证，是国际康复质量认
证委员会考察官的后备成员。

周口人合医院康复科分为成人康

复和儿童康复， 是医院成立较早的科
室， 也是医院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其中，成人康复治疗团队针对的是
脑血管意外（脑梗死、脑出血、脑外伤、
脑肿瘤术后）脊髓损等造成的各类功能
障碍康复治疗，如肢体功能障碍、言语
功能障碍、平衡功能障碍、吞咽功能障
碍（偏瘫、截瘫、三肢瘫）等。 通过运动疗
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帮助患者提高
生命质量，恢复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
的能力， 加速人体伤病后的恢复进程，
预防和减轻患者后遗功能障碍。

儿童康复科拥有一支实力雄厚、技
术先进的优质团队，拥有儿童骨密度检
查仪、儿童智力评估仪、儿童认知评估
治疗仪、DST 儿童智力评估系统、 儿童
言语评估仪、听觉统合治疗仪等先进的
检查仪器，并设有儿童康复大厅。 该科
室针对小儿脑瘫智力低下、 语言障碍、
多动症、孤独症、脑损伤早期干预、脑发
育不良、脑出血后遗症、马蹄内翻足、运
动发育落后等疾病，开展康复治疗和训
练， 对患儿的身心发育给予全面的指
导。

商水人合颐养公寓

提供医养结合智慧养老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梁照曾 文/图） 近

日，周口人合医院旗下的商水人合颐养
公寓和河南芳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签

约，加强深度合作，委托河南芳华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对人合颐养公寓进行管

理运行。 这意味着商水人合颐养公寓
步入高品质精细化星级智慧养老服务

时代。
商水人合颐养公寓位于商水县阳

城大道高速路口南 200 米 “周商一体
化”的核心位置，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距周口市仅 10 分钟车程。 2018 年，由
周口人合医院投资 3000 多万元按照适
老化和智慧化养老服务标准建设，2019
年 11月进行试营业。 商水人合颐养公
寓占地 75 亩，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
共设立养老床位 500 张。

商水人合颐养公寓引进专业的养

老管理团队及相关先进经验，以人合医
院强大的医疗体作为保障，以“代子女
尽孝，替父母解愁，为政府分忧”的服务
宗旨，以“感恩，奉献”的服务理念，在周
口率先开启高品质医养结合、 健康享
老、持续照护、医疗康复、文化娱乐、互
动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模式。 商
水人合颐养公寓还配套开设健康管理、
心理咨询、文化娱乐中心、营养膳食、康
复理疗 、中医堂 、老年大学 、社工中心
等，公寓设置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及
VIP 套间，致力于服务好周口及周边老
年群体，让长者入住后乐享晚年生活。

据了解，商水人合颐养公寓提供面
对面、心对心的日间护理、长者支援、安
老康复、退休享老、医疗介护等服务，以
改善老人生活质量、 积极投入社会生
活。

商水人合颐养公寓设施齐全 ，功
能智慧。 公寓以“康养为核心、大健康
为特色”养老理念，以适老化标准设计
建设及装修公寓， 园区楼与楼之间长
廊连接，入住长者配套智能穿戴设备，
园区 24 小时无死角监控，楼层配置护
理站、 护理管家， 房间和楼道敞亮通
透，全程智慧配套。

实现网络全覆盖，房间均设有独立
卫生间、中央空调、无障碍设施 、24 小
时热水、紧急呼叫系统、中心供养系统
等。公寓还设有棋牌室、手工艺室、心理
咨询室、针灸理疗室、老年大学教室、健
身中心、演绎多功能厅、生态养生园区、
连廊等。

医养结合，入住无忧。 依托周口人
合医院医疗资源优势，为入住公寓的老
人提供医、 康、 养相结合的综合服务。
“医”包括医院为老人开展医疗服务、健
康咨询、 健康检查、 疾病诊治服务等，
“康” 指医院为老人开展中医针灸、理
疗、作业治疗、运动治疗等传统医学和
现代康复治疗并存的康复服务活动 ，
“养” 指公寓专业服务团队为老人开展
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及文化娱
乐服务等，形成一个闭环状态的服务模
式，通过服务延伸和客源、资源共享服
务等手段，最终形成完整的智慧健康管
理体系，使长者享受到完善的医养融合
服务。

自耕自种，绿色环保。 公寓在北院
区开辟 26 亩生态采摘种植园， 种植时
令蔬菜和水果，不打药、不施肥，老人可
以领养一块属于自己的小菜园。此举丰
富老人业余生活的同时，也为老人营养
膳食提供了绿色环保的生态食材。

������杜海水，周口人合医院业务院长、
专家组组长、胸痛中心主任。周口市胸
痛中心联盟副主任委员、 周口市心脏
病专科联盟常务委员、 周口市心脑同
治委员会常务委员、 周口市心血管内
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周口市胸痛专业
委员会委员、 周口市心电生理与起搏
专业委员会委员，获市科技奖 2 次，荣
获市优秀科技人才、市优秀科技专家、
市医德之星等称号。专业特长：心脑血
管疾病、疑难危重病症。

������袁文琦，关节外科硕士、主任医师、
周口人合医院业务院长、 毕业于同济医
科大学，曾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积
水潭医院、上海长征医院、中国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及郑州
大学一附院进修，发表国家级论文 20 余
篇。专业特长：人工关节置换及关节镜微
创手术、骨关节病、股骨头坏死、老年股
骨颈骨折、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周围骨
肿瘤等骨与关节疾病的诊治， 尤擅长膝
关节及肩关节疾病的关节镜微创诊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