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驻马店
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主任王玉东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当
地的群众讲解急救
知识时，现场一名
听众突然晕倒。正
在授课的王玉东立
即 在 现 场 实 施 急
救，在成功救治患
者的同时，也为现
场听众上了一堂生
动的急救培训课。

据了解，此次
培训是驻马店市中
心医院为其医联体
成员单位——金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举办的急诊相关知
识 及 技 能 培 训 讲
座。当天现场共有
金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及村卫生室等

单位的医务人员40余名听众。
讲课过程中，前排一名女性听

众突然晕倒在地。王玉东见状，立
即停止讲课，并组织在场人员将患
者抬到沙发上。王玉东迅速查看
患者脉搏、呼吸，刺激穴位，给予氧
气吸入。几分钟后，患者意识恢
复，在场人员都松了一口气，随后
将患者转入病房继续观察、治
疗。

待患者情况稳定后，大家回到
课堂继续按照授课计划完成了培
训。培训结束后，王玉东再次查看
了患者的病情，并叮嘱了治疗要
点。

据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医学发展
部主任孔丽介绍，此次培训是针对
基层医务工作者日常急救而举办
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现
场的这次意外，使本次培训具备了
实战性，是一般培训难以达到的，使
在场听众对急救知识、急救流程和
急救技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
也更能体会急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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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金灿）卒中
（中风）所属的心脑血管疾病，是
目前中国人死亡率第一和致残率
第一的疾病，占我国每年总死亡
病因的41％。在发病的3~4.5小
时内，通过溶栓药物或手术早期
开通堵塞的血管是决定中风患者
生死的关键。其中，卒中救治的
关键是在 1 小时内完成溶栓治
疗，常被称为“黄金1小时”。

目前，我国包括河南在内的
卒中救治存在低覆盖、低救治、低

辐射的现状，我国超过 98%的患
者未接受溶栓治疗。国际标准的
入院至溶栓治疗时间为 60 分钟
以内，但我国的时间是发达国家
的近2倍。

如何降低卒中患者的致死率
和致残率？如果能有一张溶栓地
图，可以告诉公众一旦发生卒中，
如何找到离自己最近的可以开展
溶栓治疗的医院，那么患者就能
在最短的时间获得规范的治疗，
从而避免发生瘫痪。

继周口发布全省首份“卒中
急救地图”以来，河南省卫生计生
委于 11 月 14 日正式发布河南省
卒中急救（溶栓）地图。只要有需
要，身处河南的卒中患者可以按
图索骥，类似使用地图导航一般，
清晰明了地找到身边得到专业认
证的卒中定点救治医院、权威卒
中医生，得到最及时、最精准、最
高效的救治。

卒中急救（溶栓）地图由卒中
定点救治医院+1 个质控中心+

120 急救网络串联组成，能让卒
中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由专业的
120 急救人员精确识别，并快速
送到有溶栓能力的定点医院进行
规范救治，努力实现卒中救治 3
个“1 小时”，即发病到呼救不超
过 1 小时，院前转运到医院不超
过1小时，入院到给药不超过1小
时，可有效缩短卒中急诊救治时
间，最大限度降低卒中的致残、致
死率，提高卒中治愈率，同时将进
一步提高公众卒中早期症状的识

别意识，完善卒中急救网络及转
诊机制建设，提升卒中救治服务
能力，增强卒中急救预警、实时质
控、定期督导。

卒中急救（溶栓）地图定点救
治医院包括郑州 27 家、开封 13
家、洛阳17家、安阳14家、鹤壁4
家、焦作14家、许昌10家、漯河8
家、三门峡8家、商丘14家、周口9
家、济源2家、南阳19家、新乡13
家、信阳16家、驻马店8家、濮阳8
家、平顶山13家。

河南发布卒中急救（溶栓）地图
卒中患者可获得最及时、最精准、最高效的救治

本报讯 （记者朱晓娟 通讯员杨国
猛）连日来，2017 年河南省食品药品安全
知识大讲堂活动在全省各省辖市及长垣、
邓州等省直管县（市）和郑州航空港综合
经济试验区等 21 个场地成功举办，有近
5000人参加活动，为广大群众广泛宣传合
理用药知识，引导帮助群众树立科学、健
康的饮食用药理念。

据悉，河南省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大讲
堂活动既是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的重要内
容之一，也是食品药品安全科普行动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省食品药品安全知
识大讲堂活动已经连续举办4年。

本次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大讲堂活动
邀请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信阳市中心医
院等医院的多名药学专家，就糖尿病的防
治、家庭合理用药、高血压病的基本知识、
儿童药物使用及风险控制、病毒性肝炎的
预防和治疗、老年便秘的治疗、特殊人群
抗菌药物应用等内容，紧紧围绕家庭自
我药疗不当、过度使用抗生素和注射剂、
盲目轻信进口药和高价药、对药品说明
书及药品不良反应认知模糊、混淆保健
食品和药品概念等常见误区进行梳理解
读。

据悉，此次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大讲堂
活动共组织了近5000名来自不同地区、不
同行业的听众，现场聆听专家报告，并发
放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手册2000余份，接收
现场咨询200余人次。此次活动通过宣传
安全用药科学知识，特别是针对儿童和老
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安全用药科学知识，形
成了有效的科普干预。群众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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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季）11月
14 日，记者从开封市卫生计生
委获悉，为了加强呼吸危重症
及疑难病例的救治水平，围绕
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较
高、救治不及时的现状，开封市
成立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院长
程冠昌任联盟主席，开封市所
有乡镇及以上医院（包括中医
医院）均为联盟成员单位。该
联盟以市、县两级专家为技术

支撑，在中国基层呼吸疾病防
治联盟的指导下，以开封市呼
吸疾病防治联盟为平台，以该
市二级网络医院为基础，推广
常见、多发呼吸疾病在基层的
规范化诊治，系统培训基层医
生，提升呼吸疾病诊治能力；推
广常见呼吸疾病基层版诊治指
南，探讨常见呼吸疾病的分级
诊疗、双向转诊模式；提高公
众对呼吸疾病的认知水平，实
现全市范围内呼吸疾病的筛

查、诊断、转诊、救治一体化服
务。

开封市要求协调各县（区）
卫生计生委、120急救指挥中心
加强对开封市基层疾病防治联
盟成员单位的组织、领导，尽快
完成网络医院建设；各县（区）人
民医院、乡镇卫生院要按照救治
流程规范要求，切实做好筛查、
转诊、救治工作，努力为全市人
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廉价的
医疗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王 琼 张秀霞）他们穿着
鲜艳的小丑服，化着夸张的妆
容，戴着大红鼻子……原来，这
是濮阳市妇幼保健院团委组织
志愿者在门诊大厅、输液大厅、
儿科病区开展的以“让爱心带
来欢乐，让微笑治愈病痛”为主
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据介绍，志愿活动是运用
各种小丑表演中常用的技巧，
安慰、逗乐患儿（如上图），缓解

患儿对医院的不适应感和恐惧
感，提高患儿治疗期间的就医
感受，拉近医患距离。志愿服
务是借鉴国外已经非常成熟的
小丑志愿模式，结合中国国情
所创建的一项新服务模式。

记者看到，在医院的输液
大厅里，患病的孩子们有的打
着点滴，有的头上还缠着胶布，
有的脖子上贴着药膏贴。一看
到“小丑”的到来，本来还在哭
闹的他们一下子就停止了哭

泣。随之，现场的气氛一下子
热闹起来，患病的孩子们一会
儿摸摸这个“小丑”的大肚子，
一会儿跟那名“小丑”握握手，
似乎已经忘记了病痛。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的志愿
者通过提前培训，一切就绪后，
才能穿上厚厚的卡通服装，到
患儿中间开始表演。不一会
儿，他们就已经汗流浃背，头套
勒得脖子发红，还有些呼吸不
畅。一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活动

结束了，志愿者们脱下早已湿
透的毛茸茸的卡通服，露出红
彤彤的满是汗水的脸颊，在金
灿灿的阳光的照射下，美得像
天使一般，幸福感、自豪感充满
心间。

“小丑”们表示，很庆幸参加
了这次活动，听到孩子们那最简
单却最宝贵的欢笑声，看到孩
子们那不舍的眼神。他们感觉
到身上有种神圣的使命感，也
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小丑”为患儿带来欢乐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近
日，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
2016级18岁的学生姚鑫宇在学
校里一下子成了“名人”。原来，
利用节假日在超市兼职工作的
她，看到一位年轻妈妈抱着昏迷
的孩子高声呼救时，挺身而出，
当场救助，让孩子转危为安。

“中午快要休班时，我听到
一位大姐抱着孩子高声呼救。
我们主管知道我是学医的，就
赶紧让我去看看情况。”11月12
日，姚鑫宇告诉记者。于是，她
快速跑到患儿身边，发现孩子
体温很高，嘴唇发紫，眼睛有些
向上翻，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刚开始，我以为孩子是误
吃东西卡住了喉咙，当听到孩子
的妈妈说患儿只是发热时，就大
致判断孩子的症状是由高热惊
厥引起的。”姚鑫宇说。高温惊
厥如果救治不及时，很可能导致
心跳骤停，带来生命危险。

紧急情况下，姚鑫宇先后给
孩子做了心肺复苏和人工呼
吸。施救5分钟左右后，孩子的
情况才逐渐好转起来。“我们这
学期才学了心肺复苏和人工呼
吸，虽然平时练习得很熟练，但
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突发事件，
内心还是有些紧张。”姚鑫宇
说。由于孩子的情况非常危险，
她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救人的事情发生后，姚鑫宇
认为这是作为一名医学生应该
做的，也就没有告诉老师。直
到超市经理代表公司全体员工
为鹤壁职业技术学院送来锦旗
和感谢信时，她救人的事情才被
传扬开来。

据姚鑫宇的辅导员郝彦介
绍，姚鑫宇平时很听话，学习成
绩也很好。学习之余，她还利用
周末休息时间去做兼职减轻家
里的经济负担，是个品学兼优的
好学生。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
员陈 倩）近日，第七届中国胸痛
中心大会（原中国胸痛中心高峰
论坛）在广州举行。大会举行了
中国胸痛中心年度质控颁奖仪
式，全国共有18家医院获奖，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在列。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荣获
中国胸痛中心年度质控金奖，郑
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荣获

铜奖。据悉，这是中国胸痛中心
首次进行质控颁奖，为胸痛中心
的质控工作翻开了新的篇章。

据了解，中国胸痛中心是一
个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与
急性胸痛相关的医疗设备、患者
和医务人员连接起来，优化急救
流程，对以“急性胸痛”为主要特
征的心血管急危重症，进行快
速、有效救治的心脏急症救治联
合体。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自
2016 年 9 月 10 日成立河南省首
家“中国胸痛中心示范中心”以
来，多次采用召开大型培训会、
接受来院观摩、到点帮扶等多种
形式，帮助拟建胸痛中心的医院
共200余家，到目前已有超过20
家医院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认证，
对河南省乃至周边省份胸痛中
心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
和推动作用。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刘 群 刘丰源）近日，河南科
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河南科技
大学护理学院、洛阳市福星养老
院签署三方战略合作协议，这标
志着洛阳市实现了医疗机构与养
老、护理单位三方联合发展，正式
开启了医养结合健康养老新模
式。

签约仪式上，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与洛阳市福星养老
院联合挂牌成立“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网络协作转诊单
位”，并向洛阳市福星养老院捐赠
设备，安装了远程医疗协作网终
端。签约后，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将积极参与和指导洛阳
市福星养老院的养老护理管理工
作，利用高层次的技术人才、高尖

端的医疗设备、高科技的诊疗方
法、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对老人开
通绿色通道，实现免费挂号、电话
预约门诊、协助住院会诊、实现远
程诊疗等。

签约当天，河南科技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还积极组织疼痛科
主任李毓、康复科主任尤爱民、
外联部主任薛孟馨、心内科大夫
王丹，联合河南科技大学护理学
院“青年志愿者”团队，为洛阳市
福星养老院的老人进行义诊。
专家们挨个为每个房间里行动
不便的老人进行问诊，并针对每
个老人的情况，叮嘱养老院的保
健医生和护工如何进行治疗和
护理。专家们精湛的医术、高尚
的医德，受到了在场人士的高度
赞扬。

本报讯（通讯员刘国福 尹
孟祥）近日，泌阳县卫生计生委
联合县老龄工作委员会、民政局
等单位联合开展“卫计阳光，温
暖老龄”主题宣传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针对老年人特点和
需求，现场设定3个区域。一是
宣传服务区。通过设立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向群众
宣传普及居家养老、老年病防病
等知识。二是义诊服务区。邀请
泌阳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专家
为老人义诊，现场为老年人测血
糖、血压，做心电图、B超等，并普
及老年病防治知识。三是咨询服
务区。泌阳县老龄工作委员会设

立心理健康咨询台，宣传老年人
心理保健知识，排解老年人孤独、
无安全感等心理困扰，同时解答
老年人关于家庭赡养与扶养、社
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优待等方
面的问题。

为了开展好此次活动，泌阳县
卫生计生委、老龄工作委员会下发

了相关通知，要求各乡镇（街道）计
生办结合泌阳县独生子女家庭特
别扶助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
庭扶助卡”发放工作，上门了解特
殊困难家庭实际需求，建立特殊困
难家庭联系人制度，初步建立档
案立册工作，并组织协会会员、社
区工作者、部队官兵、大学生村官

等志愿者，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特别是失独家庭开展一次
帮扶活动；为60周岁以上计划生
育特殊困难家庭及其他老年人办
实事、做好事、献爱心，引导老年
人健康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安度
幸福晚年，进一步营造尊老敬老的
社会氛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近日，漯河市中心医院门诊楼电梯出现故障。一位乘坐
轮椅的患者来院就诊时，附近的医院保安、导诊员、保洁工、
电梯员齐心协力将患者抬到四楼就诊，受到患者和家属的赞
扬。

谷运岭 王明杰/摄

近日，三门峡市中心血站血库告急，导致部分手术延期。三门
峡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主动联系血站，积极献血。

刘 岩 汤剑燕/摄

开封市成立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

医养结合
开启洛阳健康养老新模式

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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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
的
急
救

本
报
记
者

丁
宏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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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员

齐
文
敏

泌阳县举办敬老服务活动

幼童超市高热惊厥
在校医学生快速施救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获中国胸痛中心年度质控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