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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至5月17日，江苏省中医
管理局组织的大型中医医院巡查组莅临
市中医院，8位专家在巡查小组组长、苏
州市卫计委中医处处长马郁的带领下，
对该院进行了为期3天的巡查，对医院
坚持走“中医强院、中医惠民”之路所取
得的丰硕成果予以充分肯定。

近年来，市中医院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秉承“中医为主，中西医并
重”的发展理念，通过挖掘、传承和弘扬
中医药这一民族瑰宝，不断提高中医药
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多更好地服务广
大患者。市中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
医院除了拥有现代化的住院大楼和配套

齐全的诊疗设施，还拥有一支高质量的
中医人才队伍，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占比已达44.01%、临床中医类别执业医
师和中药人员占比更是超过68%；在此
基础上，医院多年来大力开展中医诊疗
活动、积极扶持重点专科发展、努力拓展
中医优势病种，有效提高了中医诊断水
平，使医院的中医辨证论治准确率、中医
治疗率双双达到省内大型中医医院先进
水平。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该院运用中医
疗法的耳鼻喉咽科、外科、骨伤科、心病
科、康复科、中医妇科等专业科室开展的
中医医疗技术项目目前已达69项，医院
非药物中医技术治疗人次占医院门诊总

人次的比例连年超过10%，2016年的中
药、中成药及中药饮片处方数分别达到
85809张、84050张和 119334张，中医
药治疗率达到59%。由此，市中医院取得
了愈加丰硕的中医药治疗成果，赢得了
广大民众的广泛赞誉。

为期三天的巡查，专家们通过听汇
报、查资料及开展个人访谈、行政交班、
病房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应急演练等巡
查方式，分别对医院落实反腐倡廉建设、
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医院管理、医院服务等方面进行巡
查，并肯定了其中的工作亮点。在随后召
开的巡查工作反馈会上，医院领导班子

成员、职能科室负责人、医疗骨干等130
人，认真听取了巡查组专家分别从管理、
临床、药事、护理四组内容分别作的反馈
总结。巡查小组组长马郁在总结发言中，
希望该院进一步加强医院管理、进一步
提升中医特色、积极引进中医人才、提升
临床救治能力，并加快科研建设，积极探
索深化医改中发挥大型中医院的作用。
市中医院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检
查为契机，严格落实巡查工作要求、整改
巡查发现的不足，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
医优势，提高医院制度化、规范化、标准
化的管理水平，为广大百姓提供更高水
平的中医药服务。 （姜斌 王海燕）

市中医院接受省大型中医医院巡查

中医强院中医惠民成果丰硕

5月12日，市第二医疗集团举
办护士节文艺晚会，庆祝护士自己
的节日。 顾芹摄

4月26日上午，来自山东的王现振
来到市人民医院，将写有“赞医术高超，起
死回生”、“医术精湛，关爱倍至”两面锦旗
送到他的“救命恩人”——重症医学科和
心内科医护人员的手中，由衷感谢市人民
医院医护人员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我是一个死过一回的人，感谢你们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王先生回忆起当时
的情形感激地说。今年2月7日上午，37
岁的王先生由于突发胸闷进入市三院就
诊，在就诊期间出现呼吸、心跳骤停，经过
心肺复苏成功后仍昏迷。考虑病情危重通
过120转市人民医院急诊救治。急救中心
主任陈建兵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在医院
内部启动“急性心梗病人绿色通道”，调
动心内科专家，重症医学专家，放射科专
家以及相关医护人员，确保这位心跳骤
停病人入院后得到最高效的抢救。

入院后诊断为急性前间壁心肌梗
死，生命危在旦夕，唯有行急诊PCI（冠
状动脉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才能挽救
患者。急诊科、重症监护科主任和心血管
科主任经过紧急磋商、深入分析后当机
立断，决定对该患者进行急诊PCI术。术
中医生们发现患者前降支开口100%闭
塞，无不感叹病情凶险。经过近1个小时
的奋力抢救，成功完成支架植入，支撑起
闭塞的血管打通了生命线。术后昏迷阶
段的王先生在重症监护病房医护人员精
心监护下成功度过肾衰竭关、肺功能复
苏关，重获新生。

心内科沈医生表示“急诊PCI手术
的成功实施为病人的存活奠定最为关键
的一步，之后我们有赖于重症医学科继
续观察患者的术后状况并采取最完善、
最有效的诊疗手段。”

心内科主任鄢春喜介绍，急诊PCI
虽然具有诸多优点，但其毕竟是一种抢
救性的治疗手段，治疗风险极高，市人民
医院的胸痛中心自去年成立至今，建立
救治快捷通道，加上家属的理解和配合
使得手术成功实施，王先生的案例是人
医成功开展的急诊PCI术第71例，迄今
为止，市人医胸痛中心已经完成98例患
者的救治，标志着人医在多学科联合救
治急危重症心肌梗死患者方面达到了国
内先进水平。 （盛凯华 刘健）

■相关链接
何为急诊PCI术（冠状动脉球囊扩

张支架植入术）
急诊PCI术，是指在患者发生急性心

肌梗死后进行的冠状动脉血运重建，首先
在心脏导管室为患者行冠状动脉造影术，

找出冠状动脉“罪犯”血管及其病变部位，
对病变部位行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和
植入支架，使闭塞的血管得以再通，梗死相
关心肌得以及早的再灌注和功能恢复。可
以说，急诊PCI术为挽救急性心梗垂危的
生命在最短的时间内构建了一条绿色的通
道，提高了危重症病人的抢救成功率。

急诊PCI手术是目前国际上抢救心
肌梗死病人最新、最有效的手段，能减少
心肌梗死的并发症，对提高存活率、降低
死亡率和致残率都有重要意义。

专家提醒:胸痛是冠心病或主动脉
夹层的危险信号之一，一旦出现胸痛，应
立即到医院就诊，进入医院的心梗绿色
通道行急诊介入手术，抓住黄金救治120
分钟，这样做可大大降低心梗死亡率。

急诊PCI术重启“生命之门”

油性发质的形成原因
油性发质主要是头皮的皮脂腺分

泌过于旺盛造成的。其形成的原因很
多，但通常与个人体质引起最为密切。
油性头发是因为皮脂腺体的增生肥大，
分泌大量的头油，皮脂腺是和毛囊毛乳
头相毗邻的，头发营养的来源全靠毛乳
头的吸收。皮脂腺的过份肥大，则整个
毛囊区的周围被脂腺体细胞挤压产生

向心力，直接影响了毛乳头区的血液循
环，并使淋巴液、组织液渗透失常，引起
毛发缺乏或失去正常营养的供应，头发
就一天天变得枯黄、幼细、开叉乃至脱
落和再生障碍，形成谢顶。

头发抗油四招
1.洗头时应用温水洗
很多人以为用热水洗头可去油脂，

事后用冷水冲更可收缩毛孔，这样来保

持头发干爽。
热水的确较易去污，但会刺激头皮，

在洗去油脂同时，亦令头皮自动分泌油
分，若再冷水冲洗，油分便停留在头皮层
上冲不掉。所以洗头时应用温水冲洗。

2.强力去油脂洗头水不可日日用
强力去油脂洗头水只适宜一星期用一

次，好似用磨砂膏洗面一样，日日用只会有
害无益，久不久作深层清洁才是治本之道。

潮湿天用温和洗头水洗头已OK！
潮湿天，头发容易污糟。如果你必须天
天洗头的话，就应选择性质温和的洗头
水，避免刺激头皮。

3.一天勿洗头多过两次
洗头原意是清洁，同时亦是刺激头

皮的行为，清洁过后头皮会分泌一层油
脂作保护，洗得越多，分泌次数亦多。所
以无论头发情况几差，一日最多只可以
洗一至两次头。

4.护发素放发尾上可免油腻
许多人的头发都有一个共通问题，

就是头发发根多油易“立”，发身则干
燥。所以用护发素时，应只放在发尾部
分，避免放在头皮表层。

全民健康教育专题系列之八

头发油怎么办？

三院开展“世界手卫生日”活动
5月5日，在“世界手卫生日”当天，市第三人民医

院感染管理科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在医院前院
设立宣传咨询台接受咨询服务、发放手卫生宣传资料；
在医院病房大厅等人流密集处放置有关手卫生规范、
操作、洗手时刻等相关宣教展板；在大厅电子大荧幕滚
动播放手卫生宣传视频；各门诊医技临床科室利用晨
会等时间段进行七步洗手操作示教，鼓励患者及其家
人与医护人员一道，努力保持良好的手部卫生。

每年5月5日，是“世界手卫生日”，由世界卫生组
织（WHO）于2009年倡议发起，旨在强调在医疗护理
过程中提高医护人员手部卫生、减少医源性感染的重
要性。迄今，全球共有168个国家的近1.6万个卫生机构
加入了WHO发起的“拯救生命清洁你的手”全球运动，
承诺在提供保健服务时，将落实保持手部卫生的最佳
做法。

开展手卫生宣传活动，旨在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
依从性，同时让患者参与到推动改善手部卫生的工作
中来，以鼓励医务人员在正确的时候以正确的方法洗
手，从而预防和避免病原体接触传播造成的感染，建立
以患者安全为核心的文化、提倡最佳手卫生行为。

（林燕花）

二院党员接受远程教育培训

5月23日上午，市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组织全体
党员开展2017年第2期“远程教育培训周”活动。为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教育引导全院党
员提高党性修养，强化宗旨观念，

培训利用远程教育系统，观看专题教育片《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和“两学一做”空中课堂《党
章知识选粹》动漫系列第1-7集。

通过观看专题教育片，全体党员对于党章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于
如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合格党员有了更高的
要求。观看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学习受益匪浅，
将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坚持以知促行，切实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做个有信念、有纪律、有道德、讲奉
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季经纬）

七院深入推进“走帮服”活动
按照年初“走帮服”活动计划，5月15日，市第七人

民医院组织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检验室、护理
部、防保科等专业科室的10多名医疗专家，组成义诊团
队，来到结对帮扶村北新镇万安村公共服务中心为群
众量血压、测血糖，并提供内科、外科、妇产科、口腔科
健康咨询等免费活动。

此次义诊总计参加人数为132人次，年龄分布在
52岁至83岁之间，共发现健康异常人员63人，53个为
高血压患者，10个高血糖患者，少数为房颤、心动过缓
和颈椎病患者。对于异常人员给予了开药、建议复查等
回复。

接着，义诊团队组织村民开展了“健康大讲堂”
活动，由老院长、老党员、外科副主任医师郁卫新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触电急救知识”。活动中发
放了100多份健康宣传资料，让村民们受到了一次很
好的健康教育。

（张以 邵亚辉）

惠萍中心启用电梯方便病患
经过承建部门为期4个月的日夜奋战，5月9日，惠

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电梯工程正式落成启用。这
是惠萍镇卫生院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政府
部门和医院联合为民办的一件实事，深得医务人员和
老百姓的称赞。

电梯启动运行当天，已离任多年的郁天士老院长
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医院有电梯了，这实在是件惠
民的好事，感谢你们为惠萍镇的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大实事”。“我是坐着轮椅来医院看病的，以前住院都是
请人硬把我扛上去的，我还担心会不会摔坏呢，现在好
了，有电梯了，我就不用为上楼看病而发愁了，谢谢你
们！”住在病区三楼的朱飞高感激地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口老龄化已成
社会必然趋势，基层医院也接收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
患者，在这些老年患者中，有少数人的腿脚已很不灵
便，有的是坐着轮椅让子女推来的，要让这些患者上楼
看病，实在太不方便。针对这种情况，去年7月，惠萍卫
生院向镇党委、镇政府提出了在门诊、病房综合楼安装
医用电梯的申请，得到了镇党委、镇政府的肯定和支
持，镇党委书记陈红飞表示：“医院造电梯，那是件惠及
百姓健康的好事啊，你们好好干，党委政府支持你们”。

（吴永刚）

近海中心举办免费“两癌”筛查
乳腺癌和宫颈癌是目前威胁妇女生命的两大主要

杀手，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分居第一、二位，且近年有增
高趋势。针对这两大癌症,5月初,近海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启动为期一个月的“两癌筛查”活动。截至目前,已
有900多名适龄女性前来筛查。定期检查，早期诊断、治
疗，可大大降低治疗成本和患者死亡率，政府部门的宣
教力度在逐渐加大，社会对女性健康的关注度也在随
之慢慢提高，广大妇女对乳腺癌、宫颈癌的防范意识也
在逐步提高。

近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女性保健知识讲
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广大适龄女性普及

“两癌”知识，并对初筛检查异常的病人持续追踪随访，
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从而降低两癌对
妇女的健康威胁，进一步提高广大妇女的健康水平。

（倪益美）

5月24日上午，省调研组专家来到市
第二人民医院进行实地调研，查看了该院
数字信息化预防接种门诊，翻阅了各项统
计数据，核查了各类原始凭证，对市二院
的调研准备工作表示肯定，认为市二院工
作准备充分、数据详实、凭证明晰，为全省
的疫苗接种成本核算提供了依据。

为做好疫苗接种成本核算，指导全省
二类疫苗的定价工作，江苏省物价局、卫
计委日前在苏南的南京、苏中的南通和苏

北的徐州，各选择了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开展成本核算调研工作。市二院作为调
研单位之一，对此次调研工作高度重视、

精心准备，认真对照调研大纲，完成了
2014年至2016年的接种工作量、人员经
费和运营成本等统计汇总，对每一项支出

的原始凭证进行复印并整理成册。经测
算，2014年至2016年市二院平均接种服
务成本为54.96元/人。 （张以 束娟）

江苏省物价局和卫计委专家组来启

调研二院疫苗接种核算工作

杏林春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