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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元元 见习记
者 郭诗玮 通讯员 王诗雨）近日，笔
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全国经批准开展
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 498
家，河南省有22家医疗机构，其中市中
医院是驻马店地区唯一被批准开展产
前诊断技术的医院。

据了解，重大出生缺陷是引起新
生儿生长发育障碍、严重残疾甚至死
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家庭、社会带来
了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随着产前
筛查及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重

大出生缺陷可通过预防性治疗和干预
改善妊娠结果。为降低出生缺陷率，提
高我市人口素质，按照驻马店市“十三
五”规划要求，2021年 11月，经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产前诊断专家组现场
验收评估，我市首家产前诊断中心以
优异成绩通过资质评定，落户驻马店
市中医院，填补了在产前诊断技术方
面的空白。我市及周边各县孕妇不出
市即可接受先进的产前诊断技术服
务，对提高我市的人口素质和健康驻
马店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该院产前诊断中心现有工作人员
35名，有独立的遗传咨询门诊、产前咨
询门诊、产前诊断检查室、胎儿取材室，
其中医学影像（超声）在全市具有较高
声誉，在妇科超声方面技术优势明显。
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顺利通过河南省
卫健委临床检验中心的验收，被确定为
河南省 PCR培训基地，拥有一代测序
仪、二代测序仪、PCR基因扩增分析仪
等大型实验室设备60多台件。

目前，该院产前诊断中心各项诊断
业务全面开展，有遗传咨询、胎儿遗传

病产前基因诊断、胎儿染色体病产前诊
断、胎儿异常超声诊断等出生缺陷工
作。遗传病产前诊断是本中心的特色服
务，可进行苯丙酮尿症、白化病、进行性
肌营养不良等种常见、罕见遗传病的遗
传咨询、基因诊断、产前诊断。

该院产前诊断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不断提升产前诊断专业技术
水平和服务质量，充分发挥市级产前
诊断中心的作用，助力我市出生缺陷
防控工作，为广大群众创造更大福
祉。②5

小王产检提示脐带绕颈 2 周，
羊水偏少，胎儿窘迫，医生建议入院
行剖宫产。小王担心用了麻醉药，宝
宝以后智力不如同龄顺产的宝宝。

剖宫产麻醉会影响宝宝的未来
吗？我们首先要了解麻醉药物是如
何在妈妈和宝宝之间运转的。

绝大多数药物和分子量小的物
质主要通过单纯扩散途径进行母体
—胎儿交换。除天然的胎盘屏障能
保护胎儿，胎儿独特的血液循环结
构也能更好地保护自己，降低脐静
脉中麻醉药带来的风险。

当部分麻醉药物通过了胎盘屏
障，进入胎儿体内会首先通过脐静
脉进入肝脏代谢，明显降低了进入
大脑和心脏血液中的麻醉药浓度。
药物通过胎儿的静脉导管进入下腔
静脉后被来自下肢和盆腔脏器的不
含药物的血液稀释。即使麻醉药物

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独特
的解剖特点也能使胎儿血浆药物浓
度远远低于母体。

在全麻剖宫产中常用的镇痛
药瑞芬太尼，容易被胎盘内的酯酶
所代谢，胎儿—母体血药比值很
低；肌松药罗库溴铵，高分子量和
低脂溶性决定了其通过胎盘的能
力有限；丙泊酚，常规静脉诱导剂
量并不会影响新生儿 apgar 评分；
应用于椎管内麻醉的局麻药，最常
见的罗哌卡透过胎盘量少，且极少
发生心脏毒性，胎儿对其具有良好
的耐受性。

麻醉医生会严格考虑产妇健康
和新生儿健康，选择合适的麻醉方
法，保证正确用药、合理用药，规避
不良事件发生。②5

（驻 马 店 市 中 心 医 院 麻 醉 科
孙婷）

重视产前诊断 预防出生缺陷

市中医院获批开展产前诊断技术

连日来，驿城区卫生计生监督所对全区

医疗机构和“五小”场所采取措施”，持续开展

监督执法检查。图为执法检查现场。⑥2

记者 王 捷 通讯员 范 涛 摄影报道

精准监督

筑牢防线

本报讯 （记者 王冰之 通讯员
周 甜）9月 15日，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
药学组召开“改进工作作风 规范医疗
行为”专项活动座谈研讨会，临床科室、
药学部门中层干部参会。

与会的临床、药学科室中层干部紧

扣活动主题，大家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
踊跃发言，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
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该院负责人要求大家以此次专项活
动为抓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层干
部尤其要扛起大旗，时刻走在前沿阵地。

该院相关负责人作总结发言，他指
出，医疗药学组成员立足本职岗位，从不
同角度换位思考，对工作作风、规范医疗
行为工作进行了研讨，有认识、有分析、
有目标、有举措，使人深受启发。同时，他
对此项活动提出要求，要增强意识、提高

站位，切实达到认识上有提高、行为上有
规范的目的；坚持问题为导向，扎实学
习，找出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
自上而下踏实开展此次专项活动，避免
上热下凉，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带头学
习，带动全院职工掀起学习热潮。②5

市第二人民医院

改进工作作风 规范医疗行为

近日，一对年轻夫妻抱着一个小
女孩冲进市中心医院妇女儿童医院
儿内二科诊室求医。

市中心医院妇女儿童医院儿内
二科主任史鸽经过询问得知，5 岁的
然 然 在 玩 耍 时 ，不 小 心 将 一 枚 金 属

“皇冠”装饰品吞了下去。然然妈妈
发现女儿表情痛苦，在她询问下，然
然说出了实情。在了解情况后，史鸽
立即安排 X 线检查，结果显示异物卡

在食管上段，目前未发现穿孔。“‘皇
冠’比较大，行状不规则，四周都是
尖 锐 的 角 ，孩 子 食 管 腔 狭 小 、管 壁
薄，随时可能造成出血、穿孔，需要
立 即 进 行 胃 镜 下 异 物 取 出 。”史 鸽
说。

医生龚灵辉紧急为然然进行胃
镜手术，只见“皇冠”上尖锐的角，已
扎入食管壁。龚灵辉小心翼翼夹住扎
进食管壁的角，轻轻拔出并收入镜头

透明装置内，避免取出过程中出现二
次损伤，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异物被成功取出。随后，胃镜再次进
入观察，发现患儿异物嵌顿处的食管
壁被扎出了两处溃疡，其中一处较为
严重。为保护受损的食管壁，龚灵辉
利用胃镜置入胃管，避免溃疡继续扩
大出现穿孔。几天后，然然复查结果
显示溃疡已愈合。

该院医生提醒广大家长，在照顾

孩子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
收拾好家里的小物件，尽量让危险远
离孩子，一旦发现孩子误吞异物，请
及时送医。②5

儿童玩耍误吞异物 医生无创取出
 杨 丽 龚灵辉

“协查信息的传递过程就是与病
毒、与疫情传播赛跑的过程。”近日，市
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闫佳告诉记者，区
域协查是指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
要，对密接、次密接、中高风险地区返回
人员等进行信息推送、排查、追踪、管
控、应急处置、信息反馈的过程。

我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贯彻落
实外方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涉疫
信息的及时传递是发现和管控风险的
关键抓手。自 2021年 7月以来，市疾控
中心正式承担政务网区域协查工作，
负责对政务网推送的密接、次密接、中

高风险地区返回人员等进行信息登
记，并督促县区反馈管控情况。自接手
该项工作以来，4名工作人员手机从不
关机、24 小时坚守工作岗位，通宵达
旦、分秒必争，为的是不错过每条协查
指令、不漏过每条防控信息。虽不在防
控一线，但为一线工作者提供了全面
的信息保障，成为遏制疫情扩散的幕
后工作者。

记者了解到，协查人员的工作重
点就是严格筛查追踪各类风险人群，
做到发现一个、推送一个、处置一个。
遇到信息不全的情况，协查组就通过

其他途径，千方百计把人员追踪排查
到位。电话核实中会遇到各种难题，拒
接电话、关机、空号、甚至辱骂工作人
员是常态，协查组仍然不能有任何遗
漏，及时联系公安，确保不出现任何疏
忽。他们没有下班时间，无论白天黑
夜，只要工作任务下达就第一时间进
行电话核实。

闫佳介绍，自 3月份以来随着全国
本轮疫情的大幅上升，协查组每天为近
200 名涉疫人员做好信息分配和数据
录入工作，为全市各县区筑好一道信息
防线，第一时间上报并通知县区确诊病

例、初筛阳性人员在本地活动轨迹，及
时通告县区多名核酸异常人员目前所
在地。3月 25日深夜接到上级协查组电
话指令：一名初筛阳性病例过境我市，
接到指令第一时间将信息上报领导并
通告县区，及时将该阳性人员就地管控
到位，阻断在我市传播风险。

闫佳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还需要
全市人民的主动配合。她提醒广大群
众，平时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
动，做好核酸检测，出门戴好口罩，进入
公共场所一定要记得扫码，这样做对自
己和他人都是一种负责的表现。②5

疫情防控中的幕后工作者
——市疾控中心应急办工作速写

记者 杨 丽

本报讯 （记者 王 捷）近日，市
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成功为一
名患者实施了左侧股骨转之间骨折
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解决了患者生
活无法自理的问题。

9月 15日，该院骨科二病区医生
办公室内，住院患者万女士的家属为
该科医疗团队送上印有“医术超群、
医德高尚”字样的锦旗。

8月 14日，万女士不慎在家中滑
倒，在某医院就诊多日，症状未见好转。

万女士家属经多方打听，带着
她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该院骨
科二病区主治医师邀请相关科室专
家会诊，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制订了
详细诊疗方案，为患者实施左侧股
骨转之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
术，成功解决了患者生活无法自理
的问题。

目前，万女士已逐渐回归正常生
活，家属对治疗效果和护理质量非常
满意。②5

如何选择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孕育过程
既辛苦又快乐，为生一个健康聪明的
宝宝，预防出生缺陷，孕妈妈在孕期
要做各种孕前检查，排除胎儿异常，
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检查项目都有
哪些，该如何选择呢？

对出生缺陷的预防，世界卫生组
织制定了三级预防措施，孕期筛查主
要有NT和血清学筛查，中孕期四维
彩超和孕 28~32 周的系统超声检
查，通过超声检查可查出严重胎儿畸
形。血清学产前筛查有唐氏筛查和无
创 DNA检查，唐筛结果是临界风险
或高风险，就要做无创 DNA或产前
诊断，排除胎儿染色体异常。

无创 DNA 是抽取孕妇外周血，
鉴定胎儿染色体有无异常，无创检测
21三体的准确率可达 99%，却不能
代替产前诊断，无创 DNA高风险要
做羊膜腔穿刺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
产前诊断常用方法有绒毛穿刺、羊膜
腔穿刺和脐血穿刺，绒毛穿刺最佳时

间是 11~14 周，羊膜腔穿刺最佳时
间是 18~24 周，脐血穿刺最佳时间
是 20~24 周，羊膜腔穿刺是在超声
引导下用长针穿刺进入羊膜腔吸出
羊水，对羊水中的胎儿脱落细胞进行
培养、收获、制片、染色后在显微镜下
进行胎儿染色体分析，是目前诊断唐
氏儿的金标准。

根据检查方法的不同，产前诊断
分为细胞遗传学及分子遗传学诊断，
细胞遗传学即为传统的染色体核型
分析，能诊断胎儿 23对染色体的数
量及大片段结构异常，分子遗传学诊
断有基因芯片或特殊的基因检查，基
因芯片能检查染色体核型发现不了
的染色体微缺失或微重复等微小异
常，特殊基因检查可查出单基因病。

孕妈妈一定要到正规的产前诊
断中心，咨询医生进行正确的产前检
查方法。②5

（驻马店市中医院产前诊断中
心 宗 玫）

儿童意外伤害的急救常识

意外伤害是因意外而身体受
伤。儿童意外伤害种类比较多，包括
外伤、溺水、食入或吸入异物、中毒
等，外伤包括烧伤、烫伤、电伤、玩耍
受伤、交通事故等。

如果儿童意外受伤，首先要保
持冷静，立刻拨打急救电话。

对烧伤、烫伤、电伤患者，首先要
用干净凉水冲洗创面，禁忌使用酱
油、牙膏、芦荟等乱抹，需及时送医。

如果患者是浅表擦伤，可采用
安尔碘消毒；如果创面有活动性出
血，可采用干净敷料压住出血点止
血；如果有手指、脚趾末端出血，可
压住指腹两侧，不要使用烟叶、锅底
灰等乱抹；如果有外伤性头部昏迷，
可让头偏向一侧，保持呼吸道通畅，

防止呕吐物窒息；如果外伤后有肢
体肿胀、疼痛甚至畸形，需要制动冰
敷，禁忌涂抹万花油、活络油、红花
油，需要及时送医；如果有动物咬
伤，需要及时送医院注射破伤风抗
毒素注射液等处理；如果被动物蛰
伤，不要乱抹，可使用肥皂清洗创
面，需要及时送医；如果是吸入异
物，需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解开衣
领、保持呼吸道通胀，可采用海姆立
克急救法；如果接触中毒，可脱去污
染衣物，用大量清水清洗中毒部位；
如果是吸入中毒，需要移离有害环
境；如果是口服中毒，可使用筷子刺
激口咽催吐。②5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PICU 高
利真）

剖宫产麻醉

会不会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市第一人民医院

精湛医疗技术帮患者回归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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