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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3月6日上午，上海九院主任医师刘

玉杉来到市第二人民医院坐诊。患者闻
讯纷纷前来求诊。刘玉杉详细了解每一
位病人的情况，并仔细地为他们做检查，
讲解病因与注意事项。邀请上级医院和
上海医院的医资力量是二院提高医疗水
平的常态化措施，去年，二院与市中医院
签订了帮扶协议，市中医院每周派出一
名专家到院坐诊，还与上海新华医院眼
科协作，专家来院开展白内障手术，方便
了本地群众。

新一年的工作已步入正轨，市第二
人民医院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成绩单。去
年，二院门急诊量190893人次，较去年
同期增长9.6%；1~12月出院人数10901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606人。药占比
（不包括中草药和疫苗）从2016年度的
48.6%下降至2017年的46.7%。

加强医疗安全管理，使病人得到有

效救治，一直是医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去
年，二院实施院内多学科会诊制度，加强
院内会诊及科室之间的会诊和疑难病例
讨论制度。各科室会诊专家踊跃发言，有
不同意见时均及时提出，大家讨论后进
一步统一意见，明确病情及下一步治疗，
为患者下一步诊疗计划提出了切实可行
的办法。去年，医院院外远程会诊11人
次。通过加强会诊制度实施，进一步提高
临床医生的技术水平，提高临床疗效和
治愈率。

为进一步提高医疗医技人员的业务
技术水平，二院全年共安排讲座12场
次，邀请上级医院知名专家，讲座内容新
颖，激发了医务人员的学习兴趣，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医院对45岁以下的医疗医
技人员每季度考试一次，切实考察各专
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此外，该院还特
别注重专科护士培养，采取选派骨干护

士外出进修学习、参加短训班及学术交
流等形式培养专科人才，引进新的理念
和新技术，不断提高专科护理水平。护士
胡炎在三甲医院进修学习肿瘤护理、
PICC置管及护理，回院后进行PICC维
护共270余例，并成功置管2例。有41人
次参加各级各类组织及部门举办的培训
与学习。

“内外兼修”才能提高医院综合实
力。去年，二院继续坚持“走出去”，将医
疗服务送进家门。积极响应卫计委党委
关于深入开展基层党组织“统一活动日”
活动，该院和下属各分中心分院紧密配
合，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卫生预防保健所
牵头与下属各分中心分院每月举行2次

“送医下乡”活动，活动中医护人员给每
位前来咨询的老百姓量血压、测心率，并
进行血糖测定等体检项目，并对群众咨
询的问题一一解答。村民义诊服务共计

400多人次，接受健康咨询400多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共300多份。通过义诊服
务，及时发现老百姓的潜在疾病，争取做
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真正关心老
百姓的切身利益，为老百姓干实事，并及
时将信息上报至卫计委。

春节前，市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书
记、院长袁群生，副院长陆敏，带领部分
党员来到结对村西宁村，给23户贫困家
庭送上油和米等慰问品，给他们送去节
日的送温暖。2017年，二院共有30名党
员参加“走帮服”活动，共走访西宁村村
民120户，累计梳理问题数7条，已全部
帮助解决，并同步开展“阳光扶贫”工作，
组织23名党员与贫困农户进行一对一
的帮扶，送去慰问金，并及时将走访信息
上传至“南通阳光扶贫”手机APP，确保
活动有序开展，接受上级监督。

（张以 季经纬）

2017年，市第二人民医院加强医疗安全管理，提高医疗诊治水平，
把优质医疗服务送进寻常百姓家——

为群众生命护航

从3月12日晚开始，市人民医院党委
组织党员、干部用五个晚上、一个下午的时
间，集体观看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
国》，共同见证祖国的发展历程和大国雄
姿，全院近350人观看了电影。

洪波 袁阳 俊杰 天南摄

为祖国
喝彩

3月20日上午，在市中医院沙建飞
名中医工作室里，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
不绝。“你最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失
眠，困得眼睛睁不开，可就是睡不
着。”沙建飞一边询问，一边把脉（如
图），旁边的两位徒弟认真听着分析，
听完症状描述，沙建飞点了几下鼠标，
嘱咐患者下楼开药，“待会拿了药我告
诉你服用方法。”紧接着他又接诊下一
位病人了。

等到中午时分，沙建飞才终于得空

聊两句。“中医的精
髓还是望闻问切，古
人留下来的中医学问
到现在还是实用的。”
沙建飞说，“像《伤寒杂

病论》这类书，他现在还
经常翻阅看看，里面的知识

在当今社会看来还没有过时。
中药调理贵在坚持。”在沙建

飞这看病的老病号不少，有些经常来
开药的，沙建飞印象深刻。“三年前有
个病人得了重度萎缩性胃炎，这是胃
癌前期病变，较难治愈。”沙建飞回
忆，但那位病人有着很强的与病魔斗
争的决心，每天雷打不动的按照沙建
飞开的药方喝下苦涩的中药，就这样
一直坚持了两年，去年做胃镜检查的
时候，该患者已经转为浅表性胃炎，脱
离了胃癌的威胁。

沙建飞介绍，现在的中药不像以前
那样需要煎，费时费力，就像冲剂一样，

开水冲一下就可以。“有些人不理解，觉
得冲剂的药效不如煎的。前几年我们去
参观了这种颗粒冲剂制作的过程，它是
通过液体瞬间干燥的，就是把煎好的药
再干燥变成颗粒，通过科研证明，跟煎的
药效果一样。”此外，“是药三分毒”这一
点成为普遍的认知，“大家熟知的何首
乌，被发现滥用将损害肝功能，龙胆泻肝
丸又被证明会对肾功能造成损害。像这
类副作用大的药我们基本不用了，我们
如今选用的药材都是比较平和的，力求
将副作用降到最低。”沙建飞笑着说，中
药都与时俱进了，中医也要与时俱进，不
再局限于“望闻问切”，而是借助先进的
检查手段作为问诊的延伸，以便能更精
准的对症下药。

“有些人觉得中医‘神奇’，是因为有
时候中医可以治疗一些西医治疗起来比
较棘手的病症。”去年12月份，海复镇有
个患者阑尾产生7公分的包块，难以进
行手术治疗，该患者来到沙建飞处就诊，

根据她描述的情况，沙建飞建议她服用
山甲，跟她讲明了这味药材比较珍贵，所
以价格也相对昂贵，患者没有犹豫，当即
让开出了一个星期的药量。患者服用了6
天后，致电沙建飞表示腹部不疼了，沙建
飞喜出望外，建议她立即做个B超复检，
经过检查后发现包块竟然奇迹般的消失
了，患者激动地连连跟沙建飞道谢，直呼
神奇。

沙建飞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胃
炎、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肠炎、眩
晕、冠心病等各种病症，由于口碑良
好，信任他的患者不计其数，平均每天
接诊近30名病人。2017年以来，市中
医院对名中医工作室加大政策支持和人
力、财力的投入，积极申报和争取全国
基层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2017年8月，经江苏省卫计委专家评审
确定沙建飞工作室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
专家传承工作室。

（张以 王海燕）

“老中医”也要与时俱进
——记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沙建飞

我市启动乡镇卫生院
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3月17日上午，乡镇卫生院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推
进会在市公共卫生大楼召开。

乡镇卫生院医联体由建制镇中心卫生院及其下辖
的分中心、分院组成。在保留分中心、分院机构设置并
确保有序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强化基
层基础，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服务能力。乡镇卫生院医
联体实行“五个统一”管理。即统一发展规划、统一人事
管理、统一财务管理、统一资源调配、统一绩效考核。

推进乡镇卫生院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是我市进一步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乡镇卫
生院医联体的紧密化运行，可进一步优化全市医疗资
源结构布局，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
促进以市级医院为龙头、乡镇中心卫生院为骨干、村卫
生室为延伸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构建，助推分级诊
疗服务体系建设。根据序时安排，我市将于4月底前完
成乡镇卫生院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全面实现基层卫生
院一体化管理。

（徐卫菊）

人医组织“女高知”
开展科普活动

3月8日三八妇女节期间，市人民医院女职委开展
了“精准健康科普，启人医女高知在行动”的活动，组织
女高知志愿者深入社区、机关、企业、敬老院开展健康
科普讲座、健康咨询与慰问，整个活动期间共举办6场
健康科普讲座，内容涵盖乳腺癌防治、宫颈病变预防、
流感预防与治疗、手卫生知识、心脑疾病防治、合理用
药等各类健康知识，并现场开展了健康咨询活动，受益
群体既有机关干部也有一线职工、社区居民，受益人数
超过500人，同时还向惠萍中心敬老院的老人发放了
130份慰问品。

作为市优秀巾帼志愿服务组织，人医女工委每年
组织巾帼志愿者进机关、下基层、进社区开展巾帼志
愿活动，今年将按照市妇联“精准服务、巾帼行动”
专项活动的相关要求和统一部署，定期组织女高知科
普讲师团和专家医疗队，开展健康启东科普巡讲、义
诊咨询服务，用自身的一技之长和热情，服务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 （张瑛 成炜）

三院对手术科室
举办呼吸道管理培训

近日，市第三人民医院麻醉科对手术科室医护人
员开展了呼吸道管理和气管插管的强化培训。

自搬迁入新病房大楼以来，医院病人逐日增加，危
重急诊患者明显增多，麻醉科经常会遇到抢救病人需
要急诊气管插管。为此，三院麻醉科首次对手术科室的
医护人员进行了呼吸道管理培训。

从仰头托下颌扣面罩挤呼吸囊，到置入喉罩或者
喉镜下气管插管，参与培训的医护人员个个认真对待，
踊跃积极。外科胡大勇医生从第一次的托不起下颌到
如今的手法娴熟，他笑着说，“原来简单的一个扣面罩
动作也是有很大学问的呢！”手术室护士顾岗花在麻醉
科负责人的指导下完成整个培训流程，高兴地说，“瞬
间成就感满满。”

呼吸道是维持生命的第一通道，在全院住院病人
再创新高的当下，遇紧急情况时，除了及时的胸外心脏
按压，正确有效地保持病人呼吸道通畅也是每个临床
科室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张以 赵陆红）

六院组织医务人员
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3月14日上午，市第六人民医院组织全院医务工
作者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无偿献血工
作。

上午8点半，献血活动开始。大家献血积极性都很
高，场面十分热闹，医务人员有条不紊地为献血者们进
行检验和抽血。许多同志都已经不是第一次献血了，有
些已经无偿献血超过2000毫升，大家表示，“献出的血
有限，献血的爱无限。”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别人，
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献血是一次奉献爱心的过
程，关爱别人就是关爱自己，无偿献血就是延续生命，
能够从中体会到奉献的快乐。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人间关怀，践行着时代精神，用一颗颗奉献的爱
心搭建起生命的血库。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献血者在拔
除针头后，全部放弃了休息，立即奔赴各自的工作岗
位，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季培红）

合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宣讲十九大精神

3月13日下午，合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邀请市
委十九大宣讲团成员梁枫，为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了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梁枫以深刻的认识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的主题、
成果、论断、部署，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等内容和健康中国为主题，结合新医改，用大量
生动事例和详实数据，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对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任务作了生动
解读。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宣讲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论述精辟，让大家备受鼓舞和启发。大家纷纷表示，
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医院工作实际结合，坚持
以学促做，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为实现全民健康事
业而奋斗。 （陈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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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一早，市第三人民医院内人
山人海，收费处、药房、检验科、门诊医生
处都排起了长龙，放射科门口也不例外，
就诊的患者们都自发的排起了队。“唉，
你们怎么插队啊，没看到我们都排队等
着呢嘛！”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顿时引
起了排队做CT患者们的一致共鸣。

插队者是一名病情危急的男性患
者，今年59岁。当天上午8点多，他突发
左侧肢体麻木无力，10点多被家人搀扶
至病房，当时左手不能持物，左下肢走路
拖步，且伴有言语含糊、口角歪斜等症

状，经观察判断，左侧肢体肌力仅为3
级！病人的情况立即引起了神经内科一
病区陆永权主任、陈英主任和主治医师
徐丽丽的高度重视。根据病人的情况，考
虑是一个急性的脑卒中，对于脑卒中来
讲，时间就是生命，陆永权立即申请开通
绿色通道，给予急查头颅CT、血常规、凝
血功能及生化等检查。由于病人情况太
危急，来不及跟其他患者解释，这才发生
了之前CT室门口的插队风波。

患者最终确诊急性脑卒中，在取得
家属同意授权后，三院开始对患者开展

标准剂量的rt-PA(阿替普酶)静脉溶栓
治疗，虽然内科一病区的各位医师在上
海中山医院和长海医院等三甲医院进修
中对静脉溶栓的各项操作都驾轻就
熟，但在实施过程中，科室内的每个
医护人员心里既紧张又激动——这是
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真正意义上的第
一例静脉溶栓！

陆永权、陈英和徐丽丽全程观察着
病人，并密切监测着血压，观察出血情
况，护士长亲自把关每一个环节, 确保
有效剂量在规定时间内输注到病人体

内，随着阿替普酶慢慢地流进患者静脉，
30分钟后，原本抬起费力的左侧肢体，
肌力竟然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了，待溶
栓结束，病人仅有肢体的感觉异常，溶栓
成功了！大家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
来，衷心为这位病人感到高兴。

目前病人已康复出院,未留下任何
后遗症。急性脑梗死因为有发病急且进
展快的特点，是当今社会致死率和致残
率极高的疾病, 而静脉溶栓是目前国际
和国内治疗该疾病主要手段之一，因其
创伤小、起效快、疗效好，很适合在时
间窗内发病的病人，并可以取得“神
奇”的疗效。市第三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将以此次静脉溶栓的成功实施为一个新
起点，不断学习新技术、新理论，提高诊
疗水平，继续为广大市民的健康保驾护
航！

（徐丽丽 张瑜）

与时间赛跑
三院首例静脉溶栓疗法成功治愈脑卒中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