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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生长发育门诊的医务人员面对
面与家长交流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为家长们讲授儿童身高促
进科普知识等，受到家长们欢迎。 王正勋 王中贺/摄

2月17日11时39分，新郑市公
立人民医院急诊科接到指令：在始
祖山上，一位游客因积雪不慎滑倒，
右腿剧烈疼痛，无法移动，情况紧
急，需要尽快转运下山。

放下电话，该院急诊科急救团
队立刻出动，紧急奔赴始祖山景
区。

不料，急救车抵达景区后，急救
团队发现了新的问题：因为前几日
下大雪，始祖山景区内道路封闭，任
何车辆无法通行，步行是唯一的上
山方式。

此时，处在半山腰的伤者还在
焦急等待，而急救车辆只能原地停

车。来不及多想，急救团队立刻下
车，步行上山救援。他们背上简单
的救援转运工具，一场耗时两小时
的山地救援开始了。

由于满山积雪，急救团队抬着
的轮椅担架、急救箱、外科包、夹板
等数十公斤的急救设备显得格外
重。

10 分钟、20 分钟……1 小时后，
急救团队终于克服山路的湿滑，来
到了患者身边。

他们立即为伤者测量生命体
征，进行右下肢固定夹板……迅速
完成一系列急救处置，准备步行护
送伤者下山，入院治疗。

上山容易下山难，何况还是崎
岖湿滑的积雪山路。为了避免伤者
在转运途中出现二次伤害，急救团
队用绑带将伤者牢牢固定在轮椅担
架上，并号召景区内的热心群众帮
忙，采取前面牵拉、后面保护的方
式，转运伤者（如图）。

他们一步一步缓慢行走，就这
样，上山走了1小时的路，下山他们
用了近90 分钟。然后，由急救车将
患者送到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目前，伤者已经进入平稳康复
期，但是他仍然不断提及上山救援
的情景，对急救团队有道不完的感
激之情。

“患者给医生送红包，是希望借此获得更多
的关注，得到更好的治疗，说到底还是源于对医
生的不信任……我们最希望得到的是患者的信
任和理解，这远比送红包有用得多！”这是洛阳
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产科主任王晓若的一
段话。

不久前，南阳的李女士怀了双胞胎。作为
一名高龄产妇，加之患有妊娠期高血压等疾病，
随着预产期的临近，李女士的不适症状越来越
明显，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在洛阳市妇女儿
童医疗保健中心住院保胎期间，王晓若每次查
房都会仔细询问李女士的情况，缓解其一家人
的紧张情绪。

确定手术日期的前一晚，王晓若专门来到
李女士的病房，为其听胎心、做检查，嘱咐她好
好休息。谈话间，李女士的丈夫悄悄起身离开
了病房。半个小时后，他来到王晓若的办公室，
将一个厚厚的红包塞到王晓若的手里，急切地
说：“王主任，这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您一定要
收下，否则今天晚上我们都睡不好觉！”

王晓若将红包原封不动放进了抽屉，第二
天一早就交给了护士李巍巍，让她将钱存入李
女士的住院账户中，并特别交代等到手术结束
后再将收据交给家属。手术顺利结束，母子平
安。李女士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时，收到了
这张住院费收据。王晓若说，患者的红包一定
不能收，但患者的情谊要收下。打开王晓若的
微信朋友圈，几年前的患者还和她保持互动，成
了朋友。

王晓若说，临床上有这样的现象：医务人员拒收红包后，有
些患者和家属会表现得焦躁不安，反复询问手术难度和风险。
因此，对于一些情绪比较紧张的患者，医生暂时收下红包，再将
其返还到患者的住院账户里，已经成为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
健中心医务人员之间的一种默契。

记者在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纪检监察室看到一
个记录本，上面详细记录了近年来该中心收到的红包金额、患
者信息、上交人信息等。2018年共有194条退还红包的记录信
息，金额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共计退还金额达10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
员彭 波）2 月 18 日，安阳市肿瘤
医院胸外五区（肺病病区）联合
麻醉科，独立完成两例自主呼吸
麻醉下单孔胸腔镜肺肿物切除
术，填补了我省技术空白。两例
手术均顺利。术后 50 分钟患者
即下床，自行返回病房。目前，
患者恢复良好。

自主呼吸麻醉下单孔胸腔
镜肺肿物切除术，主要有两个关

键技术。一是麻醉。不插管保
留自主呼吸全身麻醉，顾名思义
是指不插气管插管，用喉罩替
代，没有管道通过声门，不会造
成气管及呼吸系统的损伤，并且
不用肌肉松弛的药物，联合应用
硬膜外神经阻滞或者超声引导
的椎旁阻滞，既可以达到满意的
镇痛效果，又可以减少阿片类药
物的使用。手术过程中，患者完
全是自主呼吸，进入深睡眠状

态，术后可立即苏醒，没有呼吸
抑制的风险。术后 5~10 分钟患
者即可下床自由活动。二是手
术切口与以往不同。该术式采
用单孔胸腔镜技术进行肺部疾
病的治疗，只有一个约 4 厘米长
的切口，减少了肋间神经的损
伤。联合术中应用长效麻醉药
物进行局部浸润麻醉，术后疼痛
大大减轻，康复更快。采用这种
技术对手术及麻醉医师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手术医师要经验丰
富，技术精湛，在尽量短的时间
内精细操作，减少出血，快速安
全地完成手术；麻醉医师要熟练
掌握各种麻醉技术，充分了解药
物代谢及个体反应，并及时调整
用药剂量及速度。

据了解，该技术是安阳市肿
瘤医院胸外科五病区（肺病病
区）主任张卫民主任医师团队、
副主任医师岳光成、聂世威医师

与麻醉科主任孟宏伟主任医师
团队、麻醉医师徐赟共同完成
的。

近年来，安阳市肿瘤医院党
委高度重视新技术新设备的引
进与应用，鼓励医务人员开展新
的治疗方法。该院实施大科主
任制以来，细分专科、亚专科，使
广大医务人员在专业上有了主
攻方向，治疗技术也在不断创
新。

温县人民医院开展庆元宵活动 今年2月19日是中
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在温县人民医院门诊、病房等临
床科室，许多医生和护士不能与家人团聚。该院领导决定
让他们在医院也过好元宵节，特地买来汤圆，将热腾腾的汤
圆送到医生和护士手中，向他们表示节日的慰问和祝福。
该院还特地策划了元宵节猜灯谜活动，工作人员精心设置
了近100条新颖别致的谜语，制成精美的谜笺，编上序号，
挂在两面巨大的展板上。工作人员还购买了奖品，奖励猜
中谜语者。 （王正勋 任怀江 关 心）

平舆县人民医院医患共度元宵节 2月19日下午4
点，平舆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王铁珍带领班子成员
和职能科室负责人走进各个病区，为住院患者及家属、值
班医务人员送上了一碗碗热腾腾的汤圆，鼓励患者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当天，平舆县人民医院班子成员还向工作
在一线的医务人员送了鲜花，表示慰问。“领导考虑得真周
到，让我们感受到了医院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我们会值好
每一班岗，全力保障患者的安全。”该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唐继霞接过鲜花说。 （丁宏伟 夏广勇）

家庭医生送来元宵节的祝福 2 月 19 日早晨一上
班，开封市第二中医院禹王台分院禹南社区家庭医生团
队就在该院副院长李强的带领下，来到居民家中进行慢
性病随访，并给家庭医生签约户送去汤圆和节日的祝
福。当天，家庭医生团队共走访了 10 户家庭医生签约
户，并为慢性病患者量血压、测血糖、指导用药，用实际
行动践行“让家庭拥有医生，让医生走入家庭”的健康服
务理念。 （李 季 王志彦）

灵宝市中医院开展“闹元宵”活动 为了弘扬传统
节日文化，丰富医院文化生活，让医患欢度元宵佳节，2
月18日~19日，灵宝市中医院组织开展了为期两天的“闹
元宵”活动。此次活动包含趣味小游戏、送“爱心汤圆”、
灯展及猜灯谜等。其中，灯展上的灯笼均由该院职工制
作，有的是救护车形状，有的带有本科室特色。各式各
样的灯笼展现在该院病房楼前，受到大家的喜爱。

（刘 岩 徐海贝）

信阳市中心医院开展“送歌声进病房”活动 2月19
日，信阳市中心医院成立演出小分队，走进病区，来到患者
身边，“送歌声进病房”，用歌声送上医务人员的节日祝福，
赢得了患者及家属的好评。据介绍，该院演出小分队的几
名歌手全部来自临床一线，他们精心挑选歌曲，并反复练
习。演出小分队先后走进中医科、儿童康复科、康复医学
科、内分泌科、骨科、介入烧伤科等6个病区，与患者及家
属共度元宵节。 （王明杰 陈 静 徐世杰）

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专家参加义诊活动 为了
庆祝元宵佳节，2月19日，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
一大早就来到行政路，参加由新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
织的“我们的节日”暨“健康中原、共建共享”主题宣传月
活动。活动中，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义诊团队共为400
多名市民测量了血压，为 200 多名市民测量了血糖，为
600多名市民提供了健康咨询和健康知识宣教；设置健
康教育展板 14 块，发放健康教育知识宣传手册综合本
300余册、健康知识宣传彩页600余份和新密市第一人民
医院院报1200余份。 （李志刚 吴晓博）

农历腊月廿九，新春的脚步越
来越近。巩义市人民医院 SICU
（外科重症监护室）内，副院长赵
宏峰、普外二科主任闫文举、副
主任杨仕成和 SICU 主任景向永
正在查房，了解一名创伤患者的
恢复情况。赵宏峰对患者目前
的治疗及远期并发症预防做出
重要指示。很难想象，就在24小
时前，这名年仅 26 岁的男青年，
经历了心跳骤停、全身大换血的
生死考验。

农历腊月廿八，巩义市人民
医院创伤救治中心微信群内一则

“腹部挤压伤患者需要紧急会诊”
的消息，让医务人员的心弦又紧
绷起来。创伤救治中心立即启动
绿色救治通道，乔来军院长指挥，
由普外二病区副主任杨仕成会
诊，与患者家属沟通并签订手术
同意书。随后，急诊科医务人员
将患者护送至手术室，进行急诊
手术。

一切准备就绪后，意外发生

了：因失血性休克，患者突然出现
呼吸、心跳骤停。在这千钧一发
的时刻，巩义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主任乔孝武立即组织人员采取心
肺复苏等一系列抢救措施。闫文
举组织人员进行急诊剖腹探查手
术，同时再次到谈话室与患者家
属沟通，为患者紧急手术。心肺
复苏后进行手术极有可能出现第
二次、第三次心跳骤停。“不惜一
切代价，全力抢救！”乔来军院长
的有力指示更加坚定了手术人员

“不要放弃、不能放弃，也不准放
弃”的信念。情急之下，闫文举当
机立断，准确判断病情，立即为患
者进行了手术。

术中明确诊断为肠系膜上静
脉破裂出血、肝脏破裂、升结肠
挫裂伤、十二指肠挫裂伤、胰腺
挫伤，出血量高达 4000 毫升，全
身血几乎都流光了。患者是A型
血，血库储量少。后经腹腔自体
血回输，医生为其进行了肠系膜
上静脉破裂修补、肝破裂修补，

部分回肠、升结肠切除，回肠-横
结肠吻合术等。经过3个多小时
的全力抢救，手术终于顺利完
成。术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入住SICU。

患者病情稳定后，为了表示
感谢，家属坚持要将一个红包送
给乔孝武。他一再推脱后，患者
家属才将红包收回。

巩义市人民医院各科室医务
人员通力合作，挽救了一条年轻
的生命，也挽救了一个家庭。

本报讯 （记者朱晓娟）当
您来医院就诊时，是否有用药
困惑？当您有用药问题时，会
咨询药师吗？为了加快药学服
务模式的转变，促进医院药学
服务高质量发展，2 月 19 日，郑
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郑
州市中心医院）药学部慢性病

“药学门诊”试运行 1 个月后正
式开诊。

据了解，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药学部慢性病“药
学门诊”出诊药师均由通过国
家 规 范 化 培 训 的 临 床 药 师 组
成。“药学门诊”服务专业包括
呼吸内科、内分泌科、心血管内
科 、神 经 内 科 、肿 瘤 科 、疼 痛
科、抗凝专业，为慢性病患者解
决用药问题。“药学门诊”服务
范围为：慢性病患者的用药咨
询和管理；提供用药期间的饮
食与生活方式建议；药物不良

反应的鉴别与防范；用药长期
无效或疗效不佳原因分析；妊
娠哺乳期女性、老年患者、肝肾
功 能 不 全 患 者 的 用 药 剂 量 调
整，给药建议；长期使用抗凝药
物、抗血小板药物的用药咨询
和管理；苯妥英钠、卡马西平、
丙戊酸钠等血药浓度及抗肿瘤
药物、降糖药物、心血管疾病药
物个体化用药基因检测结果解
读与治疗方案调整；为患者建

立电子门诊药历，对其病情进
行随访追踪，确保其用药安全、
有效、经济，提高患者的用药依
从性，预防慢性病的长期危害，
防止严重并发症的发生。“药学
门诊”药师的出诊时间为周一
至周五的上午。“药学门诊”暂
免挂号费，也可以进行网上预
约。

据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药学部主任丁孝良介绍，

慢性病“药学门诊”出诊药师将
通过全面评估患者病情，针对
合并用药多且复杂的慢性病患
者，开展“一体化、个性化”的用
药服务，为患者安全用药保驾
护航。该院开设“药学门诊”，
药学部药学服务不断延伸，直
接面向患者提供药物咨询和药
物治疗管理，是该院转变药学
服务模式的重要举措，也是医
改的要求。

天降大雪 道路封闭

急救人员徒步两小时救伤者
本报记者 刘 旸 文/图

急救故事

近 日 ，新 乡 市 职
业病防治研究所驻封
丘县鲁岗镇齐寨村工
作队，组织帮扶责任
人及志愿者来到齐寨
村，举办了一场丰富
多彩的趣味运动会，
受到村民的积极响应
和热烈欢迎。开幕式
上，村民们进行了扇
子舞、锣鼓表演。拔
河、跳绳、踢毽子、投
篮、蒙面踏步、猜谜语
等多项群众喜闻乐见
的活动同时开展。齐
寨村委会大院里热闹
非凡。此次活动是该
工作队继开展“我为
婆婆洗洗脚”“留守儿
童课堂”“为孩子上堂
体育课”等之后的又
一次活动。

李建军 常俊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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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肿瘤医院完成两例
自主呼吸麻醉下单孔胸腔镜肺肿物切除术

出血量达4000毫升 呼吸心跳骤停

26岁患者经历了生死考验
通讯员 张艺丹

郑州市中心医院慢性病“药学门诊”开诊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