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4日上午，市中医院组织
马德云等 6名专家来到南阳油田，
为 200多名应诊居民进行了义诊，
并就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常用
药的注意事项等进行了指导。⑩4

通讯员 李 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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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县率先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让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本报记者 石 琼

市卫计委主任刘明杰在淅川县金河乡卫生院察看家庭医
生签约档案。通讯员 李怀增 摄

本报讯（记者张 展）
4月8日下午，市第二人民
医院儿科医生在纤支镜下
成功完成一例支气管异物
取出术。据悉，这已是今
年春节后该院儿科的第 4
例气道异物取出的急诊手
术。

患儿 2岁余，病史半
月，咳嗽发热，CT显示大
叶性肺炎，无异物征，家属
也否认异物吸入史，在住
院十天后，复查 CT无改
善，支气管镜检查怀疑异
物，发现镜下肉芽和异物

几乎阻塞气道（右中下），
经近 1小时的操作,终于
成功取出异物，异物为吸
入的花生米。

医生提醒市民：3岁
以 下 儿 童 ，孩 子 别 吃 坚
果、果冻、软硬糖。幼儿
多爱抓食，口中有食物时
哭闹、奔跑、嬉戏时容易
吸入气道，尤其花生、瓜
子、坚果类食物极易呛入
气道，怀疑气管异物或者
长期咳嗽治疗效果不佳
时，及时到医院进行支气
管镜检查。⑩1

偷吃花生阻塞气道
医生提醒：看护幼儿要上心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展 通讯员崔群建 魏志
玄）近日，37岁的市民马
女士，突然口眼歪斜，一侧
肢体不能动弹。在南阳医
专一附院检查后，医生发
现她患的是罕见的脑血管
烟雾病，经过手术治疗，马
女士脱离生命危险。

据了解，马女士突然
发病被救护车接进了医专
一附院，经过检查，为急性
脑梗死，考虑到患者年轻，
并非脑血管病高危人群，
行脑血造影提示：一侧大
脑中动脉重度狭窄，大脑
前动脉起始部完全闭塞，
伴随颅底烟雾状血管形
成，诊断为烟雾综合征。
由于此类疾病为慢性进行
性脑血管狭窄或闭塞，若
不及早进行外科干预，患
者会出现反复的脑梗塞或
出血，甚至危及生命。

医专一附院神经外
科手术团队根据患者的
情况，为患者制订了详细
的手术方案。并成功实
施了联合血运重建搭桥
术。

据医专一附院神经外
科崔群建博士介绍，烟雾
病是一种脑血管疾病。由
于这种颅底异常血管网在
脑血管造影图像上形似

“ 烟 雾 ”，故 称 为“ 烟 雾
病”。烟雾病在东亚国家
高发，且有一定的家族聚
集性，遗传因素可能参与
发病，在女性多发，有儿童
和青壮年两个高峰发病年
龄。近年来，烟雾病在我
国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有逐
渐上升的趋势。对烟雾病
目前尚无确切有效的药
物，外科颅内外血管重建
手术是烟雾病和烟雾综合
征的主要治疗方法。⑩1

突发口眼歪斜 查出罕见烟雾病

37岁女士差点丧命

本报讯（记者石 琼）“来
医院体检，身体合格就能拿到
健康证。真方便！”昨日上午，
从市区张衡路高新区医院走出
来的张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办
证 ，方 便 、快 捷 ，一 站 就 可 完
成。记者了解到，至目前，高新
区医院已为市区千名食品从业
人员办理了电子健康证。

去年，高新区医院被确定
为我市电子健康证指定办理单

位。之后，该院立即投入研发
并启用了一套一站式电子健康
证办理系统。从此，南阳市区
食品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不需
要耗时、费力奔走多个部门，只
需带上身份证到市区张衡东路
606号高新区医院就可完成照
相、体检，如果五官科、内科、外
科、X光胸透、抽血化验体检合
格，医院可直接打印出来带有
二维码的电子健康证。

二维码即电子监管码，监管
部门工作人员和居民利用手机
扫码，即可查询持证人员的体检
时间和合格信息。据悉，为了保
护体检人的个人信息，高新区医
院的电子证办理系统只录入体
检人身份证前六位的行政区划
代码和后三位的顺序码及校验
码。同时，为了方便居民办证，该
院办证系统全天候开放，办证者
可随办随取随走。⑩4

照相、体检、出证，高新区医院“一站”办结

千名食品从业者拿到电子健康证

身体不舒服，找个偏方
对付一下就算完事，今天扛
明天扛，扛着扛着小病拖成
大病，大病拖成不治之症。
今天，在淅川县，这种过去常
见的慢性病家庭、贫困人口
对待疾病的方式正在因为开
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而发
生着改变。

日前，记者从淅川县卫
生计生委获悉，该县创立了
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助推
健康扶贫及基层卫生体系
建设的成功模式，全县组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68
个 ，签 约 服 务 城 乡 居 民
69152户 22万 余 人 。 现
在，全县群众看得上病、看
得起病、看得好病。

家庭医生是一个团队。在
淅川县，家庭医生由一名村医、
一名乡镇卫生院医生、一名县
级医院医生组成。他们与居
民，特别是建档立卡的贫困人
口以及老年人特殊群体签订服

务协议。
据该县金河乡卫生院院长

叶红武介绍，为及时掌握辖区
内贫困户及行动不便者的健康
信息，卫生院还组织家庭医生
挨家挨户上门登记，实施面对

面、一对一签约。签约的同时
即为居民做健康体检，体检信
息通过健康信息一体机实施自
动上传，同步建档，便于家庭医
生分类诊治及制订个性化健康
管理方案。

签约服务 群众看得上病

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
困难群众能否看得起病？

淅川县卫生计生委主任周
天应告诉记者，至去年底，全县
贫困人口签约家庭医生 19124
户 58744人，占总贫困人口的

97%；困难群众看病可以享受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补
充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五
重保障，报销比例可达 90%。
同时，由于县委、县政府重视健
康扶贫工作，2017年以来，先后

整合扶贫资金 3076万元，用于
解决贫困人口看病就医和健康
需求，并在全省率先对贫困人
口家庭医生签约给予全额经费
保障，“我们不仅让群众看得上
病，还要让他们看得起病”。

政府支持 群众看得起病

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淅
川县卫生计生委给家庭医生明
确分工，村医负责普通常见病、多
发病的初级诊治，日常随访与筛
查，个体化健康教育等；乡医具体
负责签约、体检、常见病诊疗，落
实县级医院医师的大病治疗方
案，及时掌握、处理病情；县级医
院医生负责指导健康体检，制订
大病治疗方案及住院期间的诊

疗和转介。现在，该县家庭医生
对签约居民中的患病群体提供
每两月一次的随访服务，对行动
不便者提供电话咨询、上门访视
和家庭康复指导等服务。双方
还可以通过智能家庭医生签约
平台，实现线上互动、问答，管理、
指导等。

按病组团，分类管理。针
对签约团队成员不能覆盖所有

临床科别的问题，淅川县卫计
委组织专家，整合 93种疾病相
近的病种，成立了由 77人高年
资、高职称人员组成的 16个大
临床病种专家服务团队。家庭
医生将筛查出的需要救治诊断
的患者分类上报专家团队，专
家团队分类制订救治方案。至
目前，该县已有103人接受了专
家团队的会诊治疗。⑩4

贴身服务 群众看得好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