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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精品专业科室的精尖技术

解读新崛起的郸城县中医院之九

!

晚报记者 徐松 文
-

图

通讯员 王珍 张永红

郸城县中医院心脑血管科 !内五科"从

成立到成为全院招牌科室#乃至全县知名心

脑血管重点专业科室# 仅用了短短两年时

间$ 从无到有#从名不见经传的小科室到风

靡全县的精品专业科室#心脑血管科到底有

什么魔力% 带着一连串疑问#记者来到郸城

县中医院#通过认真探寻其中奥妙#找到了

一个答案&&&精尖技术$

高起点打造精品科室!出手注定出名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微利时代# 企业日

益感受到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但是#为什么

像可口可乐(百事(奔驰等国际知名品牌会

屹立百年不倒% 那是因为#品牌是无形的生

产力#是人们心目中能够抵御风险的坚韧盾

牌#人们相信品牌的力量$ )郸城县中医院院

长付登霄把学来的医院管理
./0,

高端思

想灌输到医院各科室# 通过认真调查研究#

发现全县心脑血管病人虽日益增多#但相对

应的医疗条件却很落后#遂提出集全院之力

重点打造心脑血管精品科室$

经过多次论证和民主推荐#郸城县中医

院正式成立了由该院副院长水新华任业务院

长# 周口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杨俊任科室主

任#拥有
&(

名心脑血管病专家!其中高级职

称
1

人#中级职称两人"的心脑病专科门诊$

众所周知#心脑血管疾病是人体最核心

的心(脑两大器官发生病变#其发现难(诊治

难(康复难#一直是困扰医疗界的难题#也是

威胁广大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极度

危险病症$

利其器方能善其事$ 有了催化剂般的高

端思想作指导#有了颇具发展潜力的专家团

队# 接下来需要的是尖端设备作为辅助手

段$

为此#郸城县中医院特别设立心脑血管

病重症监护室# 引进国内先进的心电监护

仪(除颤仪(动态心电图(动态血压仪等大型

医疗设备# 设立床位
(2

张# 形成了患者入

院(高精尖专家团队会诊(先进设备辅助确

诊(完善医护协助康复一条龙的医治流程$

心无旁骛(术业专攻#心脑血管科专家

团队凭着精湛的医术#对待每一位患者都采

取会诊的诊断方法#确保医治万无一失$ 专

家诊断思维敏捷#治疗方案专业权威#再加

上医护人员优质的护理服务#心脑血管科发

展迅速#业务开展顺利$ 两年来#郸城县中医

院心脑血管科多次参加免费大型义诊等公

益活动# 最大额度减免贫困患者的医疗费

用#保证患者花小钱(看大病#因此在全县人

民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先后收到患者赠送的

锦旗
&3

面$ 连续两年#郸城县中医院心脑血

管科被评为单位先进科室和郸城县卫生系

统先进科室*

45+1

年# 杨俊被评为周口市优

秀青年科技专家$

就这样#高起点打造的郸城县中医院心

脑血管科#很快就凭借实力声名鹊起$

高精尖技术完美协作!只为服务患者

'把服务人民放在第一位 # 品牌影响

力自然会形成 * 最大限度提高业务水平 #

增强核心竞争力 # 就是科室价值的体现 *

先不要想着挣多少钱 #要把自己的能力提

高上去 #把经济效益放在最后一位 $ 如果

做到上述
1

点 # 经济效益会自动提升 $ )

付登霄说 $

为做到精益求精 #郸城县中医院不惜

举全院之力调整科室配置 $首先建立绿色

生命通道 # 简化就诊流程 # 与时间赛跑 #

缩短患者溶栓时间 #从而挽救缺血心肌和

脑细胞 #提高抢救效果 #减少后遗症 $

例如 #今年
6

月
43

日 #

(5

岁的刘某突

发嗜睡伴左侧肢体瘫痪 $ 入院后 #刘某通

过绿色通道直接被送到
78

室做检查 #并

被诊断为超急性期脑梗塞 $急诊科医师护

送刘某到心脑血管科的途中紧急通知检

验科 (心电图室 (心脑血管科医师评估分

析刘某的病情 $ 就这样 #从刘某入院到实

施溶栓 #仅用了
16

分钟 $溶栓
45

分钟后 #

刘某神志慢慢清醒 #肢体瘫痪症状明显缓

解 $在心脑血管科住院治疗
&6

天后 #刘某

痊愈出院 # 未留一点后遗症 $ 出院时 #刘

某家属为表示感谢 #赠送心脑血管科锦旗

一面 $像这样的事例在心脑血管科不胜枚

举 $

其次 #郸城县中医院心脑血管科与郑

大一附院专家联合开展冠心病的介入治

疗 $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冠心病发

病率逐年上升 #付登霄 (水新华看准形式 (

果断裁决 #大胆投资创建一流介入治疗科

室#为心脑血管病诊治提供坚强后盾$

最后 #郸城县中医院心脑血管科发挥

中医药优势 # 率先提出心脑同治新理念 $

心脑同治就是心 ( 脑血管疾病同时治疗 #

对合并出现心 (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在疗

法 (药物的选择应用上 #根据中风病和冠

心病的病理生理学特点 #相兼治疗 #以同

时减轻心 (脑的病理损害 $ 充分认识动脉

粥样硬化是心 ( 脑血管病共同的病理基

础 #是一个全身性疾病 #只是由于累及部

位不同 (发病先后不一 #患者才出现不同

的临床症状 $ 因此在治疗上 #应见心病兼

治脑 #见脑病同时兼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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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3

月
15

日# 郑州
16

名对口支教

教师顺利到达郸城#分赴白马(张完等
9

个师

资缺编乡镇#投入支教工作$

据了解# 郑州对口支教周口活动周期为

45&1

年至
4545

年#今年是第二年$ 郑州共选

拔优秀教师
455

名支教周口市的淮阳(西华(

扶沟(太康(沈丘(商水(郸城等
9

县百余所乡

村中小学#其中支教郸城教师
16

名 #分别来

自郑州二中(郑州师范附小等
16

所中小学$

出发前#郑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毛

杰为支教教师送行#勉励支教教师牢记使命#

认真支教#踏实工作#向'践行焦裕禄精神的

好校长)张伟学习#并根据教育实际调整教学

方法#把先进教学理念融入实际教学中#把郑

州教育发展先进经验不遗余力带到支教学

校$

此外#郸城县从郸城职业中专(郸城第三

实验中学等学校选派的
(*

名支教偏远乡镇

教师在
3

月
4*

日进行了集中培训#

*

月
&

日

将分赴上述
9

个乡镇开展支教$

据悉#在待遇上#支教教师原工资福利待

遇不变#并且按月发放支教补助#每人每年两

万元$ 支教教师在工资(职务!职称"晋升(解

决住房困难问题( 研究生考试等方面优先考

虑$ 支教教师接受派出单位和受援单位双重

管理#业绩考核由受援单位负责$

线索提供 张本宝 安稳

福利院孩子

喜
!

新学期礼物

!

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3

月
4*

日# 团市委

工作人员带领周口碧桂园项目部

的青年志愿者来到市社会福利

院# 给那里的孩子们送去关爱及

新学期礼物$

'这书包真好看#里面还有文

具呢
:

)'这个水杯颜色我很喜

欢$ )当天上午#团市委工作人员

和青年志愿者把
65

套学习用品(

&55

个爱心水杯分别发到市社会

福利院孩子的手中$拿着礼物#孩

子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当日# 团市委工作人员和青

年志愿者还给市社会福利院送了

465

公斤西瓜$ '目前#市社会福

利院共有近
155

名孩子#其中#就

读于小学和初中的孩子有
&55

多

名$ 这些礼物不仅在学习上给孩

子提供帮助#同时#也让他们切实

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爱

护$ ) 市社会福利院相关负责人

说$

女子郑州街头晕倒 太康夫妻撑伞救人

!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本报讯
3

月
4(

日#天空下着雨#一名女

子突然晕倒在郑州街头#见此情景#在附近商场

门前看车的太康县板桥镇农民梁进军立即叫来

妻子王秀兰# 轮番为晕倒女子撑伞
)5

多分钟#

并拨打
&&5

(

&45

求助$ 此事被省级媒体率先报

道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3

月
4*

日上午#

太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葛泽洲带着家乡人的嘱

托#专程到郑州看望慰问梁进军夫妇$

今年
(5

多岁的梁进军已在郑州打工五六

年$

3

月
4(

日
&1

时许#天空下着小雨#在郑州

市中原区一商场门前看车的梁进军突然看到#

一名女子晕倒在路边$ 梁进军走上前查看#发

现该女子双眼紧闭#任他怎么喊#该女子都没

有回应$ '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梁进军赶紧

叫来妻子王秀兰继续给晕倒女子撑伞#他则赶

紧拨打
&&5

(

&45

求助$

&45

救护车赶到后#医护人员给晕倒女子

测血压时#她醒了过来#但拒绝救护$ 很快#该

女子又昏迷了$此时#雨越下越大#梁进军和王

秀兰只得轮流为该女子撑伞$当日
&)

时许#该

女子的家人赶到#将其带回家$ 事后#民警说#

该女子属于突然休克#若不是梁进军和王秀兰

及时报警#撑伞挡雨#她可能会发生意外$

梁进军夫妇郑州救人的事迹一经省级媒

体报道#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不少人

表示称赞$

3

月
49

日#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看

到关于梁进军夫妇的报道后# 立即做出批示#

'梁进军夫妇乐于助人的行为再一次体现了太

康英雄群体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家园)$

3

月
4*

日# 太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葛泽

洲(板桥镇镇长赵春丽一行赶到郑州看望了梁

进军夫妇$ '你们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作为家乡人#我们被你们这种善举感

动++)葛泽洲转达了太康县主要领导对梁进

军夫妇的慰问#对他们助人为乐的精神给予高

度赞扬$

'这就是一件小事# 我也没做什么大的事

情#看到家乡人来郑州看望我们夫妻#我感到

很高兴$ )梁进军这样告诉记者$

"线索提供 王宇先#

医护人员为患者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