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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培训，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增彩添力
5 月 24 日下午，我院在四楼大会议室成功举办河南省医
学教育项目《中医药知识和实用技能培训班》，为中医药事业的
传承与发展增彩添力。院长葛旺到会讲话，医务部主任牛光清
主持。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医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来
自鹤壁市各医院共 300 多名医护人员参会。
葛旺院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医药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
优势。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表明,中医药在人民群众防病治
病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
重要贡献。当前, 中医药事业发展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
遇。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全民健康意识的觉醒以及健
康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中医药的发展和振兴。我们要充
分发挥好、利用好中医药优势，将中医药列入打造肿瘤诊疗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中。
葛旺院长表示，本次培训由我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赵志
新、中医科主任陈兴金、康复科主任冯罡、药学部副主任魏新吉
认真遴选并充分准备培训课题。通过本次培训，必将对提高医
务人员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切实发挥中医药简、
便、验、廉、效的特色和优势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大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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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助推我市“六城联创”并倡导
全社会重视和关心困境儿童，我院党支
部、妇联、慈善志愿者工作站联合于“六
一”国际儿童节期间，组织开展主题为“助
力
‘六城联创’
关爱儿童成长”系列活动。
5 月 28 日，
走进幼儿园开展健康体检
宣教。我院志愿者走进福汇幼儿园，为孩
子们做健康体检，此次体检项目包括
测量身高、体重、视力、龋齿、血色素
等方面进行常规健康检查，基本涵盖
幼儿生长发育的全部重要指标。小朋
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地听从安
排，我院志愿者分工明确，态度和蔼，
一边鼓励着孩子，一边认真细致地检
查和记录，确保了健康体检工作的顺
利进行。
我院儿科副主任王国峰进行
随后，

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身体健康素
质的下降，
健康问题最近成了大家最关注的问
题，
也是继肿瘤之后的第二大健康问题—心源
性猝死，研究证明健康体检可以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大大降低猝死率，而大家又最担心
的是费用和辐射的问题，我们这款全球领先的
GE 256 排 CT 可以为大家排忧解难。首先我们
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
病和这款 CT 机器在心脏冠状动脉方面的优
势及应用。
问：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的症状是什么？
答：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
就是冠心病。冠心病是一种最常见的心脏病，
一般都是老年人常得的心脏病，
是因为冠状动
脉狭窄，供血不足引起的心肌机能障碍或者器
质性的病变，这种病又称为缺血性心脏病，患
这种疾病的严重患者还有可能发生心源性猝
死、
急性心肌梗死或心力衰竭而死亡。
心脏病很多种，常见的有: 风湿性心脏
病，先天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冠心病，
心肌炎等等，因病不同治疗心脏病的方法也不
同。冠心病只是诸多心脏病中一种常见的类
型，下面，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冠心病的症状
是什么?
1、冠心病最常见的症状是心绞痛，患者
发作时胸部会有压迫窒息的感觉和闷胀的感
觉，有时还会有一种剧烈烧灼样的疼痛感。心
绞痛典型的发作部位在胸骨后，范围有手掌大
小，一般都会持续 3 到 5 分钟，个别的有的时
候偶尔会长达 15 分钟或会更长时间，一般心
绞痛的症状不会时间太久的，大多经过休息后
或舌下含化硝酸甘油可以缓解。
2、冠心病患者的放射性疼痛一般在左肩
和左臂前内侧，一直到小指与无名指。
3、冠心病患者心绞痛症状发作多有明显
的诱因，他们多在在体力活动的增加、精神过

立终身学习理念，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务必以促进中西医结
合、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为人民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中医
医疗保健服务。相互之间加强学习、交流与合作，促进团结
和谐。
大会主持人牛光清主任首先介绍，在现代医学高度发达
的条件下,中医药只有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色优势,才能有效巩固

了儿童疾病预防的健康宣教，
从手足口病、
流
向教
感、
腹泻等多种传染病有哪些症状入手，
师及家长们宣讲了病毒传播途径、如何预防
等内容。宣教过程中，
王国峰主任通过 PPT
展示与家长们互动等多种形式，让老师和
家长们了解了有关的疾病防护知识，受到
欢迎。

度的刺激或者身体的受寒、饱餐后等等这几种
情况下发作，在这些诱因下心脏负担加重，心
脏的供氧与需氧失衡从而发生心绞痛。一般患
者休息一下或者患者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患
者会在数分钟后这种疼痛感即可消失的。
4、冠心病患者心绞痛在疼痛发作的时
候，有时会伴有虚脱、出汗、呼吸短促，忧虑、心
悸、恶心和头晕等等一些症状，有的时候也可
能不伴有这些症状的。
5、有的冠心病的患者没有什么症状，
这
种无症状型的冠心病称为隐匿性冠心病，这种
患者没有什么症状，但有缺血心电图的改变或
其他的心肌缺血的证据。
问：在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检
查时，我院 GE 256 排 CT 有哪些优势？
答：有八大优势：第一，探测器宽：有 16
厘米；第二，扫描速度快：0.28s 转速和 29ms 时
间分辨率；第三，不同扫描模式切换快：1.1s 实
现不同扫描方式切换；第四，辐射剂量低：
ASIR-V 重建技术降低图像噪声；所谓的低辐
射就是使用 160mm 的超宽探测器，可以把整
个心脏包括在内，再加上 GE 独有的 ASIR-V
迭代算法（空间补偿技术），可以降低常规检查
的 82%的辐射剂量。第五，低对比剂：29ms 的
时间分辨率，
可以在一个心动周期内完成完成
扫描，同时也降低了常规检查造影剂的 50%的
剂量。第六，图像清晰：高清扫描模式，
0.23mm
空间分辨率；第七，能谱成像。第八，在冠状动
脉检查方面的技术优势：任意心率或心律的
1-beat 心脏成像，一个心跳、一次采集、一个时
相。
问：为什么说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检查方面的技术优势比较明显？
，是我们
答：
“严把质控关—技术和诊断”
影像科的座右铭。目前我们做的每一个冠脉
CTA 的病人，从开始精确检查到诊断报告分
析的每一步都严把质控关，让每一位病人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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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展中医药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形成全社会关心支
持中医药发展的良好氛围。提供正确、
科学、
权威的中医药科普
知识，提升各专业医师对中医药的认识，加强中医药专业医师
的诊疗规范，是我们举办此次培训班的目的，希望通过此次学
术会的举办，搭建起我市中医药知识交流平台，做到相互帮助、
共同进步，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下，共同促进我市中医药事业的
发展，更好的服务患者。
本次学术会议，
我院中西医结合科赵志新主任医师、中医
科陈兴金副主任医师、康复科冯罡副主任医师、药学部魏新吉
主任先后授课，
进行了学术分享。各位授课专家结合中医药知
识和实用技能培训的课题，用典型案例通过图文并茂的 PPT 形
式，
深入浅出的为大家解读，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很强的现实针
对性和指导性，使参会人员感受到内容紧贴临床，演讲各有特
色，
使大家收益匪浅。
本次学术会的成功举办，为从事中医、
中药及临床医学的
工作人员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通过学术交流，不断提升中医
药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能够更好的运用中医药知识，为更多
的患者消除病痛。

“六城联创”并倡导全
为深入助推我市
社会重视和关心困境儿童，我院党支部、妇
联、慈善志愿者工作站联合于“六一”国际
儿童节期间，组织开展主题为“助力‘六城
联创’
关爱儿童成长”系列活动。
5 月 31 日，走进淇县黄洞乡黄洞小
学。我院妇联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
们，带着同学们喜欢的食品走进了淇县
黄洞小学，看望了在校的学生。去年的 5
月 29 日，我院的志愿者们就走进了这
所小学，为每位同学送去了学习用品，
以京立人的实际行动关爱了祖国花朵，
缔结了院校情怀。
淇县黄洞小学地处在崇山峻岭之
中，为一代又一代志存高远的太行儿女
奠定扎实基础。我院妇联巾帼志愿者们
走进学校，把可口的食品送给了同学
们，那一张张稚嫩的笑脸里充满了他们

的心脏 CTA 图像和诊断报告都能得到业内专
家们的认可。我们检查心脏的目的就是要看给
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血管情况，管壁是否有斑
块，狭窄程度多少，给临床医师能提供多少诊
治的参考价值，而我们这款 CT 就可以帮你解
决这些问题，它可以在扫描过程中更精准的在
心脏跳动的过程中，追踪每根冠状动脉的运动
走形轨迹，有效的消除运动伪影，在低辐射、低
对比剂的扫描条件下能精确的显示每个冠脉
血管狭窄的百分比，让无创检查下的诊断结果
更接近于有创检查心脏冠脉金标准 DSA。
问：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CTA
检查的适应症有哪些？
答：第一，易患冠状动脉疾病的高危人
群，如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有冠状动脉
疾病家族史及吸烟等危险因素者；第二，运动
心电图检查出现异常；第三，不明原因胸痛、心
律失常患者；第四，冠状动脉疾病患者但不愿
意或不适宜进行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术的定期
第五，对已施行冠状动脉支架、冠状
随访患者；
动脉搭桥术后血管的通畅及狭窄情况评价；第
六，
冠状动脉血管畸形。
问：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检查
费用很高吗？
答：费用不高，与普通 64 排 CT 同价位，
而且为了让利于广大群众，让大家能足不出户
享受到高端 CT 机器带来的便利的检查新体
验，
目前我们京立医院特推出了周末大型检查
优惠活动政策，大型设备（CT、MRI）检查，在周
五、
周六、
周日三天检查费八折优惠。
问：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最佳治
疗方法，有比较才有最佳的选择？
答：目前冠心病的治疗方法有搭桥和支
架介入手术及药物保守治疗这三种治疗方法。
一、冠脉搭桥手术。是取病人本身的一段
血管如大隐静脉、乳内动脉，移植到主动脉根
部和狭窄的冠状动脉之间，绕过狭窄或堵塞的

内心的喜悦和快乐，高兴地和我们的巾帼
志愿者们合影留念。
我院妇联巾帼志愿者希望每个同学都
能健康快乐地成长，能够自尊、自信、自强、
自立，待同学们长大成人、成才之时，一定
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以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位置建立起一条通路，从而达到血运重建的目
的。它适用于严重的左主干病变或冠脉三支血
管均有严重病变的患者，可有效缓解症状，缺
点是开胸手术，创伤大，并发症相对多，围手术
期有一定的死亡率。显然，这也不是一般患者
最佳的治疗方法。
二、冠脉介入支架治疗。它是将不锈钢或
合金材料制成的管壁呈网状的管状支架置入
冠状动脉内狭窄阶段支撑血管壁，维持血流畅
通。冠脉支架植入有严格的植入标准，医生仅
对狭窄程度达到标准的血管植入支架，从而缓
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是一种对相对严重的冠心
病患者有效的治疗手段，进行了介入治疗但并
非意味着进了“保险箱”，患者仍需长期服药治
疗。对于已经通过急诊介入放置支架而获救的
急性心梗病人，最重要的是二级预防继续口服
药物防止急性冠脉血管事件的复发。
问：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如果支
架、搭桥后再堵塞怎么办？
有些人可能会再次发
答：支架或搭桥后，
生堵塞，比如，搭桥手术静脉桥十年的通畅率
只有 50%～ 60%，剩余 40%～ 50%会发生再堵
塞，而金属裸支架和药物支架分别会有 20%～
30%、
5%～ 10%发生再堵塞。遇到再堵塞，应该
怎么办？
目前，支架、搭桥手术原则是，支架介入
手术可以重复做或应用药物球囊处理再狭窄，
如果再堵塞也可以考虑搭桥手术，搭桥手术第
一次比较容易，再次搭桥手术难度较大，如果
再次搭桥后再堵塞，只能考虑药物治疗或进行
原位血管或桥血管的介入或心脏移植。
我院影像科以病人为中心，服务大众群
体，倡导
“只要京立医院病人需要，我们就能做
到”的经营理念，以精准影像为目标，同时也希
望广大患者能给于我们信任，让我们有机会能
成为你信任的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