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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0 日下午 ， 周口市
中医院召开了 2018 年信息化工作暨
培训会议 。 医院领导班子成员 ，全体
中层 ，临床医 、药 、护 、技人员共 2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 市政协副主席 、市
中医院院长程维明参会并讲话。 会议
由医院党委书记刘广明主持。

会上 ，副院长鲁恒心宣读了关于
成立周口市中医院信息化建设委员

会的通知及关于调整医院信息安全

领导组的通知。 特邀新乡市第一人民
医院 、新乡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副院

长 、河南省医疗信息化专家赵杰讲解
了关于数字化医院建设知识。 医院微
机中心主任姚征汇报了医院信息化

建设发展和规划。
程维明指出 ，要加强医院信息化

建设 ，优化医院信息系统 ，提升医院
职工对信息化建设的了解和应用水

平 ，打造一个现代化的 “智慧医院 ”，
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 强调四点 ：一是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 二是要认真
学习有关信息化的理论和实践。 三是
针对医院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和建设 ，
如何提升医院的诊疗水平 、 管理水
平。 四是提升全院职工对信息化的了

解和运用。
赵杰从数字化医院 、 结构化病

历 、无纸化建设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 数字化医院是医院信息化发
展历程中的新阶段 ， 是实现无纸化 、
无胶片化 、 智能化的医疗服务平台 。
通过这一平台 ， 能够达到优化流程 ，
精细管理 ，提升诊疗水平 ，改善患者
的就医体验 ，促进全民健康 ，服务医
改。 结构化病历不仅可以缩短医生完
成病历的时间 ，还可以通过规范化的
模板提高病历质量。 将纸质化病历的
信息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和理解

的结构化数据 ，在临床诊疗 、科研应

用 、数据共享等方面实现突破 ，为更
好的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支撑。 提升
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能力和防控能

力 。 无纸化建设可以让病历归档及
时 、准确 、完整 、真实 ，解决了病历丢
失问题 。 实现了患者信息资源共享 ，
节约了人财物成本 ，便于病案数据的
统计和挖掘。 低碳环保，工作便捷，提
升服务水平。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受益良多 ，提
高了对信息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明
确了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 要在
工作中立足岗位、认真学习相关知识，
以实际行动助力医院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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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健康素养 66条

第五十一条

������主动接受婚前和孕前保健， 孕期
应至少接受 5 次产前检查并住院分
娩。

法定传染病：包括艾滋病、淋病、
梅毒 、乙肝等 ，这些疾病可以通过抽
血或涂片排查。

1.有无精神病。 如严重的躁狂症、
精神分裂症等，这些疾病可能危害他
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患者的心理
问题还会引起很多严重后果。

2.生殖系统畸形。 此类疾病直接
影响生育，其中一些疾病，男科和妇科
医生可通过肉眼诊断， 有些需要用 B
超检查。

3.先天性遗传疾病。 如白化病、原
发性癫痫、软骨发育不良、强直性肌营
养不良、遗传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

4.是否有血缘关系。 婚检首先针
对的是遗传病，目前遗传病有 4000 余
种，没有根本治疗的办法。通过婚检可

以及时发现，并根据其情况做遗传风
险度测算及遗传方式的分析，由医生
进行优生指导，尽可能避免生出一个
智残或极不健康的孩子。

父母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遗传给
孩子的几率接近 30％； 梅毒通过母体
传播的概率相当大；由婚检避免残障
儿、精神病患儿的出生是一种好的方
式。 婚检排除了严重遗传性疾病或艾
滋病、梅毒等医学上影响生育的疾病，
避免了众多智障、不健全下一代的出
生，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不论有无硬
性规定，婚检为保护新婚人群以及后
代健康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孕前检查

孕前检查一般建议在孕前 3~6 个
月开始做检查，包括夫妻双方。 女方
的孕前检查最好是在月经干净后 3~7
天之内进行，注意检查前最好不要同
房。 一旦孕前检查发现其他问题，还
可以有时间进行干预治疗。 所以，至
少提前 3 个月进行孕前检查为宜，而
且夫妻双方应同时进行。

1.血常规：及早发现贫血等血液
系统疾病，这项检查还可测得红血球
的大小（MCV），有助于发现地中海贫
血携带者。

2.生殖系统检查：通过白带常规
筛查滴虫、霉菌、支原体衣原体感染、
阴道炎症、梅毒等传播性疾病。 检查
是否有妇科疾病，如患有性传播疾病，
最好先彻底治疗，然后再怀孕，否则会

引起流产、早产等危险。
3.TORCH 检查 ：风疹 、弓形虫 、

巨细胞病毒三项。 60％~70％的女性都
会感染上风疹病毒，一旦感染，特别是
妊娠头三个月， 会引起流产和胎儿畸
形。

4.肝功能：肝炎患者，怀孕后会造
成胎儿早产等后果， 肝炎病毒还可直
接传播给孩子。

5.尿常规：有助于肾脏疾病的早
期诊断，10 个月的孕期对母亲的肾脏
系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身体的代谢
增加，会使肾脏的负担加重。

6.口腔检查：如果牙齿损坏严重，
就必须拔牙。

7.妇科内分泌：月经不调等卵巢
疾病的诊断。

8.ABO 溶血： 女性血型为 O 型，
丈夫为 A 型、B 型。

9.染色体异常：有遗传病家族史
的育龄夫妇检查。

孕期保健

在孕期第 12 周时正式开始进行
第 1 次产检。 一般医院会给妈妈们办
理“孕妇健康手册”。 日后医师为每位
准妈妈做各项产检时， 也会依据手册
内记载的检查项目分别进行并做记

录，以后每月一次产检，到第 36 周开
始每周一次产检，有异常要随时产检，
确保孕产妇安全。

（未完待续）
（市卫计委宣传科提供）

周口市中医院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

打个盹 给大脑充电
������工作再忙 ， 也别忽视睡眠的重要
性 ，尤其是中午打个盹儿 。 除了有益身
体健康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布
鲁斯还列出了每天打盹 20 分钟对心理
的诸多好处 。

1.增强警觉性 。 没有了警觉性 ，我
们脑子处理问题的能力会变弱 ， 动作
上也会迟缓 。 而一个午休就能给大脑
“充电 ”，让它充满能量 。

2. 提高注意力和准确率 。 研究发
现 ，有午休习惯的人 ，其与注意力相关
的脑区 ，在午后仍然活跃 ，而中午不休

息的人其大脑 “活力 ”就下降了 。 同时 ，
打盹几十分钟能增强短时记忆 ， 提高
工作准确性 。

3.有助决策 。 灵活思考能力能让我
们掌握不同想法和接受不同信息 ，这
对我们做出正确决定有重要作用 。 打
盹能提升这种认知灵活性 ， 有助于我
们判断和决策 。

4.增强学习记忆 。 打盹能帮助巩固
新学习的知识 ，让你记得更牢 。 有研究
发现 ， 对于提高学习能力来说 ，60~90
分钟的午休和睡了一整夜的效果一

样 。
5.提升情绪 。 打个小盹有助于你控

制和管理情绪 ，包括不轻易发火 、减少
冲动行为 。

6.更有创造力 。 我们的右脑掌管着
创造力和洞察力 。 打盹能增强右脑的
兴奋性 。 不仅如此 ，短短的休息还能加
强左右脑的连接 ， 让创造脑和理性脑
“沟通有无 ”。

7.减少焦虑 。 晚上没睡好时 ，日间
一个午休能增强你缓解焦虑的能力 。

（据人民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