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河南省越调剧团申小梅等主演的大型越调"朱元璋#在河南省人民会

堂进行汇报演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出

席并观看了演出节目% 演出结束后!中国书法家协会最高权威奖项兰亭奖获得者$

周口书法家协会理事周建军代表书法艺术界向省越调剧团捐赠了书法作品% 图为

剧中朱元璋的扮演者申小梅接收周建军的书法作品% 小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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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火眼金睛"诊疗胃肠疾病

解读新崛起的郸城县中医院

!

晚报记者 徐松

通讯员 王珍 张永红

一根导管! 一个镜头! 一台电脑显示

器"导管经患者口腔进入胃内#镜头实时传

回画面$人体消化系统一目了然$疾病暴露

无遗% 这是记者参观郸城县中医院内镜室

所看到的一幕&

在内镜室$ 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整

齐排放的内镜设备$包括日本电子胃镜'电

子肠镜!多功能氩气刀!内窥镜全自动清洗

消毒机!碳
&-

尿素呼气实验仪等& 郸城县

中医院内镜室是该院重点建设科室之一 $

学术带头人张富华带领内镜医师罗伟 !杨

艳秋等人$ 组成了一支具有丰富内镜操作

诊疗经验的高素质团队&

采访当日$一位
(*

多岁的女患者因经

常腹部不适$用了好多药物均治疗无效$特

来郸城县中医院做胃镜检查& 记者看到$胃

镜进入该患者口腔后$ 传回电脑的第一个

画面是舌!牙齿等$接着是咽喉!食管$再往

里便是食管和胃的连接处(((贲门$ 过了

贲门是胃体& 随着镜头深入$记者还看到一

个圆孔结构$这是胃窦和幽门$穿过幽门是

十二指肠球部' 十二指肠降部))这些让

记者不禁想到西游记里孙悟空钻到铁扇公

主肚子里的画面&

张富华介绍$随着镜头的后退$他可以

仔细观察患者胃里有无糜烂'出血点$癌肿

等& 突然$电脑画面在患者胃底暂停$并显

示此处有一个约
&./%0

的圆形肿块$*现在

看到的是一个带蒂息肉$ 我们用氩气刀把

它切下来% +张富华话音刚落$护士就推过

来一台如小洗衣机模样的机器% 护士把电

极板绑到患者腿上$ 杨艳秋医师把一个如

细铁丝的东西$ 通过胃镜手柄的孔插入患

者胃部$张富华用 *铁丝 +套住患者胃部的

息肉后$ 脚一踏机器开关$ 息肉便脱落下

来$整个过程没有出血现象% 内镜操作切除

息肉与传统剖腹用手术刀切除息肉相比

较$患者忍受的痛苦小了 $花钱也少 $这就

是高科技的神奇魅力所在%

据介绍$ 郸城县中医院的无痛苦胃镜

检查诊疗技术在全市占领先地位% 与一般

胃镜检查相比$ 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消除患

者反胃'恶心'呕吐'难受等不适症状$使患

者容易接受检查$消除患者恐惧感$即使患

有轻度冠心病'高血压病'精神异常或伴有

癫痫病史的患者也可以做此项检查%

胃黏膜糜烂' 出血等胃肠疾病非常顽

固% 张富华表示$郸城县中医院采用中医疗

法治疗慢性胃肠疾病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

*胃肠有出血点的患者$可用三七粉止血"胃

肠糜烂'溃疡的患者$可用白芨'蒲公英护膜

抗炎抗溃疡" 胃肠中重度上皮增生的患者$

可加白花蛇舌草'半枝莲以防癌变等等% +

记者还了解到$ 内镜可从人体两端进

入查内脏病变% 从口腔进入的是胃镜$能检

查食管'胃 '十二指肠等 "从肛门进入的是

肠镜$可检查大肠和回肠,小肠-末段等% 此

外$氩气刀可切除息肉$专用钛夹可夹住胃

肠出血点止血%

翻阅郸城县中医院内镜室满满一柜子

的病例$记者看到$该科室曾做过食管狭窄

扩张及植入支架' 食管静脉曲张套扎及硬

化注射治疗$高频电'氩气刀消化道息肉摘

除$内镜下异物取出$幽门螺旋杆菌检查等

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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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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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因孟营站

至北
1

板电缆新建工程$孟营站,孟
-*

板-'中
&(

板颖庆东开关停电%

影响范围&颍河路,大庆路大桥以

东-$监察局公变'人事局公变%

!"

月
#$

日
&

时至
#"

时 因综合治

理$中
+)

板邦杰路线停电%

影响范围&中州大道$邦杰'粤海'

川汇酒店'农机公司'地税局%

!"

月
'!

日
&

时至
#"

时 因通道治

理$谷
&*

板开来路东线停电%

影响范围&开来路以南$雨润食品'

双胞胎饲料%

遇有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或电网

运行方式不允许"将调整计划#

周口供电公司停电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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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小雨拍

打着水花))+据悉$这次的雨水是上周六

晚上开始的$今天还有大雨$雨水明天才走%

市气象专家称$*一场秋雨一场寒+$天冷了$

市民出门别忘了添件衣服%

雨水到来!气温下降

&*

月以来$ 太阳每天早早在我市上空

*站岗+$不遗余力地释放能量$天气也因此

变得暖暖的$ 市民穿着轻薄的衣物即可出

门% 受南支槽和切变线共同影响$

&*

月
&1

日$一场雨水*随风潜入夜+$并且*日夜赶

工+ 到次日% 据市气象台实时监测显示$从

&*

月
&1

日
+*

时到
&2

日
3/

时$ 川汇区降

水量为
&1.+

毫米%

*今天,

&*

月
+*

日-$我市阴天有大雨%

明天,

&*

月
+&

日-小雨停止转多云% +市气

象专家提醒市民$雨水到来$气温下降$市民

出门勿忘携带雨具$同时要注意添衣保暖%

未来几天 好天气'唱主角(

雨水来到后$ 我市气温下降%

&*

月
&2

日
&/

时许$周口市区最高气温为
&4.21

%不

过$未来几天$我市以好天气为主$气温会逐

渐上升至
+*1

以上%

本周我市天气具体预报如下$ 周一阴

天有大雨"周二小雨停止转多云"周三晴天

间多云"周四晴天转多云"周五多云"周六

多云间晴天"周日多云%

&*

月
+-

日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 *霜

降+% 霜降节气含有天气渐冷'初霜出现的

意思$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意味着冬

天的开始% 霜降节气后是进补的好时候$人

们应该多吃些梨 '苹果 '白果 '洋葱 '雪里

蕻$少吃冷硬食物$忌强刺激'暴饮暴食$还

要注意胃的保暖% 此外$人们还可以多吃些

百合'蜂蜜'大枣'芝麻'核桃等%

线索提供 任晓燕

休闲娱乐场所发票总!断货"

税务部门!消费者可举报

!

晚报记者 朱东一

本报讯 近日$市民李先生到周口市区

中州大道某
567

请朋友唱歌$结账时他索

要发票$ 结果
567

工作人员称 *没有发

票+%

3*

月
34

日$ 记者在周口市区走访发

现$一些
567

及足疗店等休闲娱乐场所存

在*不开发票+的情况% 对此$周口市地方税

务局稽查局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商家出现

不开发票的行为$ 消费者可以向税务部门

举报%

前些天$ 李先生的朋友从外地来周口

玩$ 李先生请朋友到中州大道某
567

唱

歌% *当天我们共消费了
-**

多块钱$付过

账后$我向
567

工作人员要发票$工作人

员却说他们没发票% + 这让李先生非常生

气%

采访中$ 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去休

闲娱乐场所消费一般很少有人索要发票$

因为要了也没啥用& 据说$有些休闲娱乐场

所去税务部门领少量的发票$ 用完后便用

与实际消费不符的发票应付& +

此外$也有一些
567

在消费者索要发

票时并不拒绝$ 而是先开一张消费凭证让

消费者隔天或数天后再来领取发票& *谁有

那闲心再次来索要发票啊$我觉得
567

这

样做很不合理& +市民张先生说&

在某
567

工作的彭先生告诉记者 .

*到
567

消费的大多是年轻人$ 几乎没人

主动索要发票& 即便有部分消费者坚持索

要发票 $

567

也会用小礼品或代金券代

替& +

随后$ 记者与周口市地方税务局稽查

局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 该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规定$商家不开具发票属违法行为$最

高可以处一万元罚款$他提醒广大消费者$

如果商家出现不开发票的行为 $ 可拨打

3+-((

或
*-2)81&+1-&1

举报&

越调#朱元璋$汇报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