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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重点及特色科室巡礼 ●

8月19日是第二个中国医师节，我
市开展庆祝医师节系列活动，旨在弘扬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职业精神，增强医师队伍的凝聚
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医
重医的优良氛围。

当天，副市长唐海兵赴市人民医院、
中医院及第三人民医院看望慰问奋斗在
一线的优秀医师代表及医师团队，代表
全市人民感谢医务工作者为百姓健康所
付出的辛勤努力和汗水，对他们致以崇
高敬意。走访慰问中，唐海兵仔细询问了
解医院的建设运营情况及医务人员工

作、健康情况，在充分肯定医院建设的
同时，希望医院能够继续加强医师队伍
建设，激发医务工作者积极性，集聚更
多资源和投入，不断改善医疗设施设备
条件，更好地满足全市人民群众看病就
医的需求。

据悉，2017年11月3日，国务院
通过了国家卫计委关于设立中国医师节
的申请，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8
月19日设为“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
节是经国务院同意设立的卫生与健康工
作者的节日，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和
肯定。

全市各医院也相继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庆祝活动。市人民医院制作医师节微
电影《医者，使命担当》，举办演讲会讲述
奋斗在重症监护室和骨科的医生的事
迹，举办优秀青年医师座谈会，带领新入
职的年轻医师集体宣誓，使临床医师们
在感受医院温暖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
团队的凝聚力，也更坚定了理想信念，鼓
舞医师们以更饱满的热情、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为医院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市
第二人民医院带领新进医师庄严宣誓，
用《中国医师宣言》表达自己投身医疗
事业、服务病患者的决心，并定制主题

蛋糕，共同庆祝属于医师们的节日。新
进医师们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牢
记使命、尽责担当，努力成为一名爱岗
敬业、勇于创新的新时代医务工作者。

各医院自发组织的医师节庆祝活动
仅是系列活动的序幕。接下来我市将组
织表彰一批先进典型，举办“医师秀”
短视频比赛、“健康暖医”保障行动，
开展“最美医生”评选及征文活动等，
让广大群众更加近距离了解我市医务人
员的工作面貌，共同营造积极良好的社
会氛围。

（周佳益 刘嘉怡）

守医者初心 担健康使命
我市举办庆祝第二个中国医师节系列活动

●工作动态●

办知识竞赛
促素质提升

8月9日，市第七人民医院举办“学习
强国”知识竞赛。竞赛以七院科室、分中
心、分院为单位，分成10个竞赛组。本次竞
赛有个人必答题、小组抢答题2个环节。竞
赛中，参赛选手们聚精会神听题，信心百
倍答题，分工协作、沉着冷静，既体现了个
人魅力，又展现了集体风采。

黄杨姝 陈铁文摄

有这样一群医者，他们修复孱弱的
心房，疏通阡陌的血管，挽救一个个生
死边缘的生命……他们被誉为心脏的
守护者，他们就是启东市人民医院心脏
病诊疗中心的医者们。

心血管内科是市人民医院的优势
专科。九十年代初，该院引进了食管心
房调搏、急性心肌梗死静脉溶栓治疗、
临时心脏起搏器植入等技术；2004年
独立开展了永久心脏起搏器植入术；
2005年开展冠心病介入治疗，经过几
代人的协同努力，心血管内科临床技术
水平不断提高；2006年首次通过了南
通市级临床重点专科的评审；2015年

开始开展急性心肌梗死的急诊PCI治
疗；2017年通过国家级胸痛中心（标准
版）认证；2019年加入第一批次高血压
达标中心建设单位，是县域心脏心律专
科医生联盟理事单位。

该院心血管内科已经从单纯依靠听
诊器、心电图、个人经验诊断、药物治疗的
时代，发展到依靠超声、血管造影、心电生
理、依靠循证医学诊断、介入治疗的新时
代，紧跟了心血管内科前沿发展方向。

心脏病诊疗中心分为胸痛中心、心
电诊断中心、慢病管理中心（高血压病
诊疗中心、心衰诊疗中心、房颤诊疗中
心）。心脏病诊疗中心贯彻的服务宗旨
是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全方位服
务理念。倾听着一个又一个重症心脏病

患者的辗转就医经历，面对着一个又一
个等待着换瓣、搭桥病人的愁苦面容，
市人民医院下定决心，坚决解决这一影
响我市心血管医疗事业发展的“瓶颈”
问题。中心提供固定的上海专家门诊及
介入手术治疗服务，可以预约特色专家
会诊，常年开展起搏器门诊及随访，冠
心病支架术后随访，并将开展高血压
病、房颤、心力衰竭的专病门诊，完善胸
痛中心建设，为病人提供一个服务完
备、技术一流的心脏病诊疗中心。

心脏病诊疗中心的特色是介入诊
断及治疗，包括起搏器植入技术、冠心
病介入支架手术。心脏起搏技术是该院
最早成熟的技术项目，独立开展起搏治
疗20余年，完成起搏治疗超过2000例

次，起搏治疗从开始的临时起搏到永久
起搏，从单腔起搏到双腔、三腔起搏，从
抗心动过缓起搏到抗心动过速、抗心衰
起搏，从传统右心室起搏到右心室流出
道、希氏束区域完全生理性起搏，紧跟
了国内最先进的心脏起搏技术。市人民
医院是县域心脏心律专科医生联盟理
事单位。开展冠心病介入支架手术有15
年，在早期江苏省人民医院杨志健教
授、南京中大医院马根山教授、上海瑞
金医院胡健教授、上海第十人民医院李
伟明教授的带教下，技术不断进步，培
养了一个熟练的手术团队，特别在急性
心肌梗死救治的急诊PCI手术方面达
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市人民医院心脏病诊疗中心从无
到有，从有到精，技术力量日益雄厚，已
建立一支理论知识扎实、医疗技术精
湛、实践经验丰富、高度协作的优秀团
队，取得了多项喜人成绩。多年来，他们
积极实践、大胆创新，技术水平大幅度
提高，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高难度技术台
阶。 （刘嘉怡 龚海燕）

启东市人民医院心脏病诊疗中心——

呵护心脏健康的港湾

地处王鲍镇新港集镇的市第七人民
医院，有一位名叫钱沧的护士长，她入职
后“一站一个洞”，立足本职已整整35
年。年复一年，她以“钱家丫头”的朴素形
象温暖无数乡亲，抚慰救助万千患者，平
凡岗位创造几多佳绩。2011年，她获评

“南通市优秀共产党员”，2013年，又获
得“启东市十佳护士”，2018年，再被荣
记“启东市政府三等功”。

守望本职的“钱家丫头”
1984年入职，担任护士长20年，娘

家和夫家均在本镇、家就安在医院的钱
沧，是目前全市医疗单位中挺在临床一
线最年长的护士长。

七院位处新港集镇，内科近些年收
治的又大多为农村老年患者，热心周到

的她，因此而被众多
老人亲切地称为“钱
家丫头”。如今，当年的

“小丫头”已成“老丫
头”，但仍有许多患者盼

着“钱家丫头”来打针，期
待她来护理，渴望与她聊天。
“乡亲期盼，是我追求！”

这些年里，钱沧为提高业务水平，
以执着毅力刻苦自学，在年近半百时通
过了成人高考取得了大专文凭，又进一
步努力，获得了副高职称的“社区副主任
医师”。在此过程中，还熟知、熟悉并熟练
掌握了全套护理与急救技能。业务精到
的她，每每碰到危重患者，总能身先士
卒，解危于难。4月15日早上，她提前上
班，楼道内突遇王鲍镇义南村83岁患者
龚大娘因突发癫痫病而致窒息，危急关
头，经验丰富的她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吸
氮吸氧和胸外按压，只三四分钟，就将其
拉回死亡线。事后，她再与姐妹们共勉：

“救人性命最神圣，当个护士很荣光！”
抚慰患者的“心理专家”

8月15日上午，记者采访钱沧时，碰
上内一科病房一陈姓老年胃癌患者吵着
出院“回家等死”。

“快请护士长！”家人无奈搬出“救兵”。
钱沧赶来，“陈家伯，您也就患了‘重度胃病
’，定心住院个十天八天，便又能康复啦。”

“噢，那就听‘钱家丫头’的。”两相对话间，
病家向钱沧伸出大拇指表达敬意。

这是钱沧拿手的又一出“好戏”。内
一科有相当比例老年癌症及病重患者，
钱沧总是想着如何让他们安详接受治
疗，以延长生命。于是，凡有病人失望绝
望，她总在第一时间予以心理抚慰，天长
日久，渐成患者心目中的“心理专家”。

抚慰并信服于患者，靠的是钱沧累
积的医德与口碑。

和善待人，精细护理，她入职至今从
未与患者红过一次脸、受到过一次投诉。
多年来，她下班后上门护理倪雪康、田鹤
章、黄兰菊等总计30多个特殊患者，被
众多乡亲传为美谈；她以精堪技能服务
广大患者，仅以“高难度静脉穿刺术”，就
让数以百计“老病号”免除静脉切割；她
总计20多次为乡亲垫付医疗费，垫付额
多达2万多元；30多年里，她亲手搀扶迎
送患者多达5万多人次……

外孙摇头的“陌生外婆”
“人出去了，一旦患者需要，我咋

办？”多少年来，钱沧以本职为荣，尽力坚

守于岗位。她因此在医院创造了“唯一连
续20年未请过事假、安家医院时间最
长、晚上和休息日临时加班次数最多”三
项记录。

只要患者需要，她总是忘我投入。科
室最新的工作日志上，记录了她一次次
深夜奔赴岗位的感人事例：5月16日子
夜，一张姓外来妇女服毒后被急送医
院，钱沧睡梦中闻讯紧急前来，帮助洗
胃解毒，转危为安；7月27日深夜，北
新集镇83岁孙大妈突患胆道感染神志不
清，接到病房求助，钱沧翻身赶来，协
力化险为夷；8月5日午夜，新港集镇89
岁“老病号”朱大娘病重住院，新护士
怎么也找不到静脉扎针位置，一个电话，
钱沧成功“求急”……

为了一句“患者需要，我就在身边”
的初心诺言，她在父亲病重时依然忙碌
于病房，在女儿高考、结婚、生产时依然
不忍心请哪怕一天的事假。小外孙已经
一岁多，她愣是将孩子的抚养“推”给了
亲家。为了却对外孙的思念，她只得一次
次让女儿女婿回娘家团聚，以至于见了
面，小外孙总是摇头不肯钻进“陌生”外
婆的怀抱。

（姜斌 黄杨姝）

本色“钱家丫头”
——启东市“十佳护士”钱沧二三事

◆健康小常识

如何预防宝宝得空调病
夏天在空调房内，空气往往比较干燥，宝宝容

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等情况，所以宝宝在空
调房的时候，最好让宝宝多喝水，同时也可以在宝
宝的皮肤上抹一点润肤乳。宝宝的抵抗力比较差，
容易感冒，因此宝宝在空调房里的时候要注意保
暖，宝宝在空调房间内活动，宝宝穿的衣服最好是
比成人要多一点，成人穿一件，他可以穿一件半或
者两件。宝宝睡着的时候 最好要盖一个空调被，不
要让通风口直接的对着宝宝身上吹，因为这样容
易造成孩子感冒。

空调房间一般比较封闭，空气容易造成污浊，
所以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我们建议在不使用空调
的时候，要开窗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

宝宝进入空调房半小时前，可以先把空调打
开设置温度在 26度以上，不能让温度突然降很
低，有的家长一进空调房就把温度降到23度、24
度，突然的温度降低孩子是不能适应的。当室内温
度在25度左右的时候 ，宝宝再进有空调的房间会
好一些，可以避免室内外温差太大。空调使用半个
月左右，就要拆开来洗一洗防止里面有病原体的
滋生，室内空气才能保证比较清新，减少感染疾病
的机会。 （市第五人民医院 朱晓红）

三院开展
健康义诊志愿服务

8月16日上午，市第三人民医院组织医护专家团
队走进东珠新村社区，开展主题为“礼赞新中国、智慧
新生活”的健康科普进社区活动。

活动中，三院的专家团队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
并针对不同病症提出合理的诊疗建议和治疗方案。同
时，医务工作者现场发放宣传资料，为群众讲解常见
病、多发病的预防知识和注意事项。医务人员还制作通
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健康科普作品，以图文、视频、音
频、讲座等形式开展科普传播活动。

此次义诊共接待社区群众90余人次，为20位患有疾
病的居民进行了专业治疗，上门为1名困难老人检查，发
放健康教育指导手册等宣传资料100多份。 （陈威）

二院举行
母乳喂养宣传活动

8月1~7日是第28个世界母乳喂养宣传周,今年
的宣传主题是“助力父母，成功母乳喂养”。

宣传周期间，二院围绕主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
放展板、在电子显示屏播放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母乳
喂养、儿童营养与喂养知识传播活动。预防保健科的医
务人员向前来接种疫苗的家长发放母乳喂养宣传材
料，讲解母乳喂养的好处，提升对母乳喂养的关注度和
认可度。妇产科的医务人员对产妇进行母乳喂养宣传，
讲解母乳喂养的技巧，使产妇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母乳
喂养的重要性。 （顾莉莉）

六院走访慰问
离退休干部职工

8月6日上午，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施飞会同工
会、院办等同志，冒着酷暑走访慰问医院离退休干部职
工和离休干部遗属，给他们送上了日用品、慰问金及美
好的节日祝愿。

每到一处，院领导都关切询问离退休干部职工和
离休干部遗属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嘱咐他们在炎热夏
季要照顾好自己，适当地进行体育锻炼，及时做好防暑
降温措施。同时认真听取老干部职工们的意见和建议，
对他们多年来对医院发展建设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提出宝贵意见，共同推进六院卫
生事业的发展。 （季培红）

七院开展
中医药文化推进活动

连日来，市第七人民医院利用全国基层中医药先
进单位复审的契机，加大对传统中医药的宣传。

七院在门诊大厅及楼梯过道等地方张贴了明显的
中医药区域指示牌，让前来就诊的人群一目了然。同
时，对内发放《基层中医药工作相关文件汇编》，对外发
放《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儿童中医保健》《妇女
中医保健》《中医推拿保健知识》等相关宣传资料，耐心
教前来咨询的群众一些日常生活中简单易行的中医治
疗手法，讲解中医药常识及注意事项。 （薛红）

合作中心完成
老年人免费体检工作

近日，合作中心顺利完成2019年度老年人免费体
检工作。

为切实做好今年的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工作，合
作中心利用标语横幅、健康教育专栏等多种形式，开展
健康知识宣传，讲解老年人免费体检的好处、重要性和
必要性，对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及慢病人群进行挨
门逐户通知和安排，告知检查前必须空腹等注意事项，
使广大老年人主动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

体检过程中，医生认真检查老年人的身体指标，详
细询问老年人吸烟饮酒史、锻炼及饮食情况和以前所
患疾病、治疗及目前用药情况，针对每一位老年人的实
际情况，医生现场给出了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建议。

（陈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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