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IYAO WEISHENG BAO 动 态2 YIYAO WEISHENG BAO2 2019年5月25日 星期六

责编 刘静娜 美编 刘静娜

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一年
365天、每天24小时，不是在全省
各医院转运危重症患者，就是在
转运危重症患者的路上。

自2016年4月成立至今，他
们行程近 120 万公里，成功转运
5000多名危重症患者。

他们就是河南省人民医院
互联智慧危重症转运团队（以下
简称转运团队）。这是一支帮助
全省危重症患者转往河南省人
民医院救治的“火线”队伍。

2018年12月8日19时，转运
团队班长毛朝松和夜班搭档张
夏冰载着CCU（冠心病重症监护
室）的两名医护人员，疾驰在通
往商丘的高速公路上。夜色漆
黑如墨，行车视线备受困扰，两
人一路神经紧绷。

没想到，就在距离开封服务

区约 5 公里处，发生了多车连撞
事故，且事故车主没有放置警示
牌，也没有打双闪，当张夏冰发
现情况并紧急刹车后，距离前车
仅剩2米。

更令人心惊胆战的是，现场
人员没有快速前往安全区域，而
是留在快车道不知所措。这样
很容易发生二次事故。

张夏冰立即打开双闪，拉
响警报，提醒后面行驶车辆。
毛朝松和两名医护人员冒着生
命危险，指挥伤势较轻的人员
移往相对安全区域，将伤势较
重的人员抬往应急车道救治，
并拨打120。

19时15分，医护人员将受伤
人员简单清创处理后，转运团队
载着伤势最重的女子从开封驶
下高速公路，伤势较轻的人留在

原地等候救援。他们将伤者安
全地交给当地急诊人员后，掉头
奔赴商丘转运重症患者。

这样的事，转运团队经常
遇到。如果车上没载危重症患
者，他们会下车查看现场人员
伤情，并紧急救治、拨打 120。
如果车上载着危重症患者，他
们会留下止血纱布等急救用
品，并联系 120 支援，接着争分
夺秒赶路。

“时刻不忘争分夺秒，也不
会对路上的突发车祸视而不见，
这是我们急救人员的使命，也是
身为省医人的责任和担当。”转
运团队成员说。

回忆起一次凌晨 5 时的转
运，转运团队成员李开科记忆犹
新。当时车上载着的是一位3岁
的重症患儿。当转运车走到高

速公路许昌路段时，遇上了浓厚
的大雾，越往前走，越像扎进迷
雾中。李开科坐在车上几乎看
不见车头，更别说继续前行了。
无奈，他们只好将车停在许昌服
务区，另想办法。

发觉车停了，患儿的爸爸着
急地从后面敲着车窗问：“师傅，
怎么停啦？咱能不能赶紧走
啊？”

李开科打开后车门，正要向
他解释，谁知患儿的爸爸一下
车，立马蹲在地上绝望地大哭。
因为他和李开科面对面，竟都看
不清对方的脸，雾实在是太大
了，寸步难行！

“你先稳住情绪，容我想想
办法，咱们稍等一会儿看看情
况，天快亮了，说不定大雾会消
散。”说完，李开科摸索着找到服

务区加油站，从工作人员那里得
知，此处经常有大雾，再往前开，
到达新郑可能会好些。

幸运的是，太阳逐渐露头，
转运团队等待了10分钟后，大雾
有消散的趋势，李开科拉响警
报、按下双闪，顶着巨大的压力，
打起十二分精神，缓慢艰难地前
行。

半个多小时后，大雾渐渐消
散，患儿被平安送到河南省人民
医院救治。患儿的爸爸看着李
开科湿透的衣服，感动得一时间
无法言语……

在危重症患者家属眼中，转
运团队一直是他们无助时刻的
依靠。

若问他们一句“为什么”？
转运团队一名成员是这样回答
的：没有为什么，救人最重要。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郭永伟）“患
者生命体征逐渐恢复平稳，送往CCU（冠心病重
症监护室）继续治疗！”5月20日，周口黄泛区一
名57岁的单姓男子突发急性前壁心肌梗死，心
源性休克，前降支近段 100%闭塞，回旋支近段
100%闭塞，右冠状动脉中段100%闭塞。面对危
急情况，周口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迅速采取有效
措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半小时急救后，终于将
单某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当日 19 时许，周口市中心医院接到周口黄
泛区医院的电话，称有一位突发急性前壁心肌梗
死的患者正在送往周口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周
口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主任吕燕平、总监冉华中
立即组织胸痛中心团队快速运作起来。患者到
达前，周口市中心医院心内二科副主任医师王海
珠、主治医师刘丹丹、任凤波已经在导管室待
命。19时26分，患者抵达周口市中心医院急诊
科，立即进行了入院急查。经检查，患者肌钙蛋
白升高，心电图显示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右束
支传导阻滞，血压为80/45毫米汞柱（1毫米汞柱
=133.322帕）。急诊造影结果显示：前降支近段
100%闭塞，回旋支近段 100%闭塞，右冠脉中段
100%闭塞。最终，患者被确诊为急性前壁心肌
梗死、心源性休克。

随后，周口市中心医院立即启动危重症救治
绿色通道，将患者转至导管室进行急诊介入手
术。导管室的心内科团队立即为患者建立静脉
通路和心电监护，快速放入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IABP），准备体外膜肺氧合（ECMO）……经过
半小时的紧张抢救，医务人员为患者打通了前降
支和回旋支。当症状缓解后，患者携带着IABP
被送入CCU继续接受治疗。

截至5月22日，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已无生命危险。
据了解，周口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自2016年成立以来，急诊介

入治疗术已经完成数千例，为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动脉栓
塞等以急性胸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危急重症患者铺就了一条绿色
通道，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刘 冰）近日，在湖南长沙举
行的第二届全国医院质量管理
工具应用最佳实践成果与分享
大会上，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
健中心选送的“幸孕QC（质量管
理）小组”和“舞影圈”均获一等
奖。这是该中心参加全国质量
管理大赛取得的最好成绩。

这次大赛由中国医药质量
管理协会主办，共有来自全国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7家医
院的 316 个质量管理（QC 小组/
品管圈）项目成果进入决赛，全
国700余名医务工作者观摩并参
与了本次成果交流盛会。大赛
分为5个组、5个分会场。在为期
2 天的激烈角逐中，洛阳市妇女
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派出的两个
参赛圈组分别参加了三级医院
综合组和三级医院护理组的竞

赛。
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

中心生殖医学研究所的“幸孕
QC 小组”，主题为“提高试管婴
儿临床妊娠率”。该 QC 小组结
题后，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
中心2019年1至2月试管婴儿临
床妊娠率平均为 59.72%。手术
部的“舞影圈”，主题为“降低低
年 资 洗 手 护 士 手 术 配 合 缺 陷
率”。该QC小组结题后，低年资
护理人员开腹手术、腔镜手术配
合缺陷率明显下降，手术医生满
意度明显提升。

比赛前，选手们精心准备、
刻苦训练；比赛中，选手们意气
风发、挥洒自如，用稳健的台风、
完美的配合，对参赛内容进行了
精彩剖析，充分展示了医院品质
管理的成果，赢得大赛评委的高
度评价和阵阵掌声。

本报讯 5 月 19 日，焦作市
召开了 2019 年高血压防治中心
建设暨医防融合推进会。在会
上，焦作市人民医院成为焦作市
高血压防治中心，焦作市直各医
院为成员单位，沁阳市、孟州市、
温县、博爱县、武陟县和修武县
人民医院为分中心。

近年来，焦作市围绕高血压
防治体系能力建设和医防融合工
作，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HEARTS（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高
血压联盟、世界高血压协会等共
同组织，用于基层机构的心血管
疾病管理工具包，涉及健康生活
方式咨询、基于证据的治疗方案、
基于心血管总体风险管理等元
素）高血压防治医防融合工程已
纳入焦作市卫生健康委 2019 年
十大项目，目前正在积极推进。

2018 年 ，焦 作 市 成 立 了
HEARTS 高血压防治领导小组

和项目专家委员会，明确领导
小组工作职责和专家组工作职
责，积极组织医务人员参加上
级业务培训和市级业务培训，
为做好全市高血压防治工作奠
定了组织基础。2018年7月，修
武县作为首批项目试点县正式
开始运行，为焦作市全面开展
HEARTS 高血压防治项目树立
了样板。2019年4月，焦作市召
开 HEARTS 高血压防治项目县

级师资培训会，各县（市、区）的
县级师资和先行先试县温县的
14 家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参
加，为顺利推进全市 HEARTS
高血压防治项目工作打下基
础。

焦作市深入开展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行动，提高群众健康
素养，最终目的是使基层医疗机
构有能力为全体社区居民提供
高质量的高血压防治服务，全面

提升高血压控制水平。
当天，河南省高血压防治中

心主任王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余
振球教授，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
压科赵海鹰教授、崔淑娴教授等
进行了高血压防治方面的学术
讲座，焦作市社区医务工作者和
县（区）医院心内科医生代表等
200余人聆听了讲座。

（王正勋 侯林峰）

“是这样抱吗？”
近日，许昌市妇幼保
健院对职工和来院
患者、群众进行了母
乳喂养知识与技能
培训。讲课老师用
生动形象的语言讲
解了理论知识，并找
出几位听课人员进
行母乳喂养姿势与
挤奶手法演示。大
家参与度很高，现场
气氛热烈。

王 正 勋 侯 林
峰 王松伟/摄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全面
启动“双百行动” 5月22日，
信阳市启动以医疗卫生机构
依法执业监督检查为重点的

“卫监——百日行动”和以打
击无证行医、净化医疗市场为
重点的“亮剑——百日行动”
（“双百行动”）。按照全省卫
生健康工作会议的部署，信阳
市围绕社会关注热点和群众
投诉举报的集中问题，在“双
百行动”启动仪式上，信阳市
卫生计生监督局副局长范永
国宣读了信阳市卫生监督“双
百行动”方案，市卫生健康委
综合监督科科长郭海平对此
次行动进行了任务分解，明确
了各县（区）卫生健康委、监督
机构和相关医疗卫生单位的
职责，确定了此次行动的方
法、步骤和时间节点。信阳市
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单位要认
清形势，提高政治站位，明确
任务，聚焦突出问题，确保整
改到位；加强领导，持续推进

“双百行动”。
（王明杰 郭海平）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向上

蔡县人民医院捐赠医疗设
备 5月23日上午，驻马店市
中心医院支助医联体单位上
蔡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捐赠
仪式在驻马店市中心医院举
行。据了解，此次驻马店市中
心医院捐赠的医疗设备是放
疗科电动多叶光栅放疗设备，
总价值约148万元。本次捐赠
将提高医联体基层单位的放
射治疗能力，缓解基层单位设
备短缺的问题，为基层建设起
到推动作用。同时，此次捐赠
也体现了医联体单位的深度
合作、医疗资源下沉，为医联
体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推动作
用。捐赠仪式结束后，双方工
作人员对捐赠医疗设备进行
了验收和调试，对使用人员进
行了培训。

（丁宏伟 闫 庆 陈 毅）

德国骨科专家到开封“传
经送宝” 近日，来自德国的
骨科专家迪格斯·伏尔格教授
应邀到开封市人民医院进行
为期 3 周的参观、指导和交
流。交流期间，迪格斯·伏尔
格和该院骨科专家一起查房、

会诊，解决疑难病例，传递德
国骨科先进技术，交流中西方
医院文化。迪格斯·伏尔格不
仅有着 46 年的普外科和骨科
工作经验，还在德国一家大型
医院集团担任管理人员，有着
丰富的管理经验。参观交流
期间，他为开封市人民医院医
护人员进行了一场专题学术
讲座。通过此次学术讲座，不
仅让医护人员体会到了德国
人的严谨认真、中西方文化的
巨大差异，也了解到欧洲领先
的专业技能。这为开封市人
民医院医护人员今后在关节
置换术的感染预防、诊断以及
发生感染的处理流程等方面
打开了新的思路。

（李 季 高方圆）

匈牙利客人到漯河市中
心医院考察交流生殖医学技
术 5月17日下午，匈牙利珍
珠市副市长道玛士、埃斯特尔
哈兹大学校长若旦博士一行6
人来到漯河市中心医院，考察
交流生殖医学与遗传中心建
设情况。道玛士希望通过此
次考察交流，能够进一步促进

中匈之间学术技术的深入交
流，推动生殖医学技术水平的
共同提升，更好地造福于两国
不孕不育症患者。漯河市中
心医院生殖医学与遗传中心
（漯河市生殖医学与遗传中
心、漯河市妇产生殖遗传医
院）成立至今，已有115名试管
婴儿顺利诞生，进入试管周期
的有近 600 例，临床妊娠率达
到 57.2%，吸引了河南、河北、
河北、山东等地的患者慕名前
来就诊。

（王明杰 纪雨辰 谷运岭）

濮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开展国际家庭日宣传活动
近日，濮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人口计生委在颐和广场组织
开展以“幸福母亲、幸福家庭”
为主题的国际家庭日宣传活
动。活动邀请社区秧歌队进
行了精彩的表演，现场悬挂横
幅 6 条，展出展板 16 块，设置
咨询台 3 个，为群众解答各类
咨询 100 余次，开展义诊和发
放叶酸60人次，发放健康知识
等各类宣传资料1500余份，赠
送水杯、手提袋、毛巾、洗衣粉

等宣传品500余份。此次活动
提升了国际家庭日的知晓度，
倡导了健康的生活理念，为促
进家庭幸福和谐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陈述明 曹 丽）

郑大一附院专家团到新
野县人民医院义诊 5月17日
上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专家团 30 余人以“新野好儿
女，省城大名医，爱心故乡行”
为主题，在新野县人民医院举
行合作启动仪式和大型义诊
活动。据悉，此次活动是为了
顺应国家医改和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要求，充分发挥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优质医疗
资源优势，依托信息化平台，
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带动基层
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提升。
双方通过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专家团队定期到新野县
人民医院坐诊、查房、手术、带
教、远程会诊、教学培训等方
式开展合作，使当地群众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
服务。

（乔晓娜 张学芳）

本报讯（记者刘 岩）近日，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发文，
表彰全省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和
先进工作者，三门峡市医学会等
4家医学会被评为先进集体。

去年，河南省医学会、新乡
市医学会、南阳市医学会、三门
峡市医学会等积极为科技工作
者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全
民科学素质，为各地市医学会做
出了表率。

这个团队3年行程100万公里

为抢救5000多名危重症患者而奔忙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梁雅琼

三门峡市医学会
被评为先进集体

男
子
三
支
血
管
同
时
闭
塞

周
口
市
中
心
医
院
胸
痛
中
心
紧
急
施
救

洛阳市妇儿中心质量管理
工具获全国大赛一等奖

焦作市高血压防治中心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王德胜 杨
振文 宋梦娟 纪雨萱）日前，新
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在校闻德礼
堂举办“虔诚守护，悦享年华”
2019 年护生传光授帽暨人文护
理音乐朗诵会。

来自临床一线的护理前辈
为护生戴上了圣洁的燕尾帽，教
师代表带领全体护生庄严宣誓
（如图），激励同学们为护理事业
奋斗终生。人文护理音乐朗诵
会以音乐、舞蹈、哑剧、情景剧等

多种艺术形式展开，展现了护士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以
及用爱心守护患者、用微笑传递
真情的美德。

据悉，音乐朗诵会是新乡医
学院三全学院 2019 年人文护理
教育月的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对
护理专业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增
强护理专业学生“以人为本”的
理念，使学生在实践工作中提升
人文素养，培养高尚的职业道
德。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举行传光授帽暨音乐朗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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