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IYAO WEISHENG BAO 动 态2 YIYAO WEISHENG BAO2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责编 刘 勇 美编 刘 勇

简讯

这趟急诊一定不同寻常
当日 16 时 59 分，孟津县人

民医院急诊科接到出诊命令：孟
津县城关镇杨庄村 8 组一名 34
岁的男性在劳作中受外伤，请紧
急出诊。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对口支援医生王俊红，孟
津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杨敬
宇、司机马鹏立即带齐出诊装备
登车出发。

杨庄村地处偏僻地带，到处
是沟壑纵横的丘陵浅山区，全村

农户就散居在这方圆几公里的沟
沟岔岔中。在快速出诊的救护车
上，医务人员一边通过车载电话
了解患者伤情及具体所在位置，
一边询问是否需要请求消防救援
人员帮助，但家属和现场群众很
是慌乱，只是不停地催促医务人
员快点赶到。直觉告诉王俊红，
这个患者应该伤得不轻，这趟急
诊一定不同寻常！

惊心动魄的急救现场
15 分钟后，救护车到达了

村口。王俊红等带上急救箱、
担架跟随家属紧急步行下到山
沟里，拐了一个弯到达出事地
点。原来患者是在花椒地进行
犁耙劳作时，不慎从四五米高
的陡坡上连人带车翻了下来，
现场还是一个大斜坡，极不平
整，靠在一个花椒树上，为抢救
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更为糟
糕的是，患者整个右下肢被绞
进劳动工具微耕机旋耕耙耙齿
中。

王俊红趴在地上仔细查看
伤情，发现患者右下肢呈开放
性损伤，膝盖处断裂，血肉模
糊，可见肌腱裸露、伤口在不断
出血。患者神志还算清楚，诉
疼痛难忍，浑身不由自主地在
战栗。医务人员根据现场条件
立即给予保暖，安慰、鼓励患
者，建立静脉通路快速补液，应
用橡胶止血带扎在股骨中下1/3
交界处，将三角巾绑在患者膝盖
处止血（1 小时放松一次）。为
了减轻患者痛苦，患者必须保持
一个相对固定的体位，王俊红让
其头枕在自己的胳膊上，另一只
手紧紧帮患者裹紧衣服，护士杨
敬宇则高高举着液体瓶。为了
尽快把患者救出来，在场的群
众乱做一片，你一言我一语，想
了许多办法，也没有救出这位
农民兄弟。不能再这样持续下
去了！王俊红说服家属拨打了
119报警电话，请孟津县消防救
援人员来帮忙。

消防车来了，沟沟壑壑的
田间小路，消防救援车根本到
达不了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带
着装备迅速徒步到达现场，根据
现场状况商议，先把旋耕耙耙齿
从微耕机卸下来，但由于患者肢
体与机器交叉严重，几经尝试，
无法将旋耕耙耙齿从微耕机上
拆卸下来，遂决定拆除机器。救
护车司机马鹏联系上自己销售
农机的朋友，通过电话、微信视
频方式指导拆卸机器，但远程
指 导 受 限 ，无 法 有 效 解 决 问
题。最后，干脆让这位农机经
理自行开车到达现场，指导机
器破拆。

眼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天也快黑了，现场急救人员手中
的急救灯光分外醒目。山里的
夜晚很冷，只有五六摄氏度的样
子，患者开始不停地说冷、口

渴。医务人员打开一瓶葡糖糖
注射液，用注射器一点一点地喂
进患者的口内。

连患者带机器一起抬上救
护车

在抢救现场，近 3 个小时，
王俊红和杨敬宇站在十几厘
米宽的坡上，保持着同样的姿
势……

因为破拆机器时会有震
动，每一次震动患者都痛苦难
忍，最终也无法将旋耕耙耙齿
从机器上卸下来。为了患者的
安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王俊
红最后决定把患者和重约 100
千克的机器一起抬上救护车。
担心铲式担架无法负重，大家
把担架放在结实的木板上，再把
患者和机器一起抬到担架上。
王俊红说，这个担架是她从医以
来见过的最重的担架。十几个
壮实的消防救援人员轮换抬着
担架在高低不平的农田里和崎
岖的田间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
举步维艰。从事发地点到救护
车约 1000 米的距离，却整整走
了1个小时。在行进途中，患者
的每一声痛呼，医务人员都要停
下来检查一下伤情。连人带机
器抬上救护车后，孟津县消防救
援大队直接和洛阳市瀍河区消
防救援大队取得了联系，请求
他们帮助。

22 时许，患者终于被送达
离事发地点最近的河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瀍河区消防救援人
员也已经在该院等候。医务人
员快速查看患者病情后决定为
其做急诊手术，在瀍河区消防
救援人员的帮助下，从急诊科
把患者和微耕机抬到河南省洛
阳正骨医院的手术室又用了一
个小时。

当晚，患者急诊做了手术。
目前，患者在康复中。

一场不寻常的急救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姚伟旗 文/图

事发现场

本报讯 11月21日~23日，
郑州市医院等级评审专家组的
15名专家对巩义市人民医院二
级甲等医院复审工作进行评审，
巩义市人民医院顺利通过二级
甲等医院复审。

11 月 22 日，评审专家分成
医院管理组、医疗组、护理组、院
感组、检验输血组、影像组、病理
组、药事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
资料、实地查看、现场考核、访谈
问答等形式，分别对该院医院管

理、医疗质量、护理管理、院感管
理、药事管理、医学影像等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现场核
查。

11 月 23 日上午，根据二级
综合医院评审标准要求，巩义市
人民医院顺利通过二级甲等医
院复审。

在第三会议室召开的二
级甲等医院复审反馈会上，评
审专家组组长赵智琛等评审
专家对巩义市人民医院复审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列举
了该院多项工作亮点，一致认
为该院复审工作开展得扎实有
效，评审资料收集完整，亮点突
出，同时也对不足之处提出了
改进建议。

“2015 年 4 月 28 日~30 日，
巩义市人民医院通过了第二轮
二级甲等医院复审。2019年11
月 21 日~23 日，该院再次顺利
通过了二甲医院复审，这是巩
义市人民医院发展史上的又一

个里程碑！”巩义市人民医院院
长乔来军说，一直以来，巩义市
人民医院以上级三级甲等医院
为榜样，找差距、补短板，加强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不断提升医
疗质量和服务水平，努力把各项
工作做精、做细、做出特色，提升
百姓就医获得感。乔来军表
示，巩义市人民医院通过二级
甲等医院复审不是终点，而是
新的起点，近期，该院将专门召
开专题会议，认真梳理各位专

家反馈的建议，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质量、安全、服务、管理、
高效”，开拓进取，强化改进措
施及内涵建设，持续改进医疗
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达到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目的；同
时，以此二级甲等医院复审为
契机，努力拼搏，为创建三级甲
等医院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
服务。

（马鹏展 张雅淇）

巩义市人民医院顺利通过二级甲等医院复审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林继东）11 月 29 日，方城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城区文化
路开展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
活动。

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通
过设立咨询台和义诊台，解答
群众疑问，开展便民服务；悬挂
横幅，摆放展板，发放艾滋病防
治宣传资料，向群众宣传艾滋
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使
群众在提高艾滋病防治知识知
晓率的同时，还能积极主动参
与到艾滋病防控工作中来，切

实遏制艾滋病疫情，共享健康
生活。

方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负
责人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疾
病预防控制和健康管理的第一
道防线，要优化防控策略，健全
服务体系，共担防艾责任；要更
加注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
合治理，突出抓好重点地区、重
点人群、重点环节的防控工作，
增强防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要广泛普及艾滋病防治知
识，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方
式，筑牢群众健康的防护屏障。

方城县

世界艾滋病日
我们在行动

日前，许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许昌职业
技术学院，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图为工作人员
正向学生发放宣传资料。 王正勋 侯林峰 杨 杰/摄

本报讯（记者李志刚 通
讯员崔纬宁）11 月 27 日，登封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市教体
局，分别在塔沟武校和小龙武
校开展“防艾知识宣传进武校
系列活动”。郑州市疾控中心
性艾所所长刘征应邀授课。

在讲座中，刘征讲解了艾
滋病的临床表现、防治措施、青
少年卫生保健知识等内容，通
过案例讲解、播放防艾宣传片、
互问互答等方式，使同学们了

解艾滋病的危害，改变了对艾滋
病的片面认识，明白行为选择的
重要意义，知晓如何拒绝不安
全行为，远离艾滋病，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同时消除同学们的
恐惧心理，对艾滋病患者多一
份关爱和理解，关心、爱护艾滋
病患者。

据悉，本次活动参与学生
达到1800余人，发放健康教育
资料9000余份，得到了师生们
的好评。

登封市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宋玉梅）今年12月1日是
第32个世界艾滋病日，宣传主
题是“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
国我行动”。11 月 29 日上午，
虞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县
总工会，组织县人民医院、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县妇幼保健
院，在城区两河口公园举办世
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旨
在强调包括参与艾滋病防治工
作的社会组织、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等优势和作用，与政府等
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共
同防控艾滋病和推进“健康中

国行动”。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

往群众发放艾滋病防治宣传手
册、宣传折页、宣传围裙、宣传礼
包等，就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
的危害、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
径、怎样预防艾滋病等内容开
展宣传咨询，还为群众测量血
压，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同时，虞城县各乡镇卫生
院也开展了世界艾滋病日主题
宣传活动。多种形式的宣传，
提高了全县群众的艾滋病知识
知晓率，共同建立起全民预防
艾滋病的社会屏障。

虞城县

11月29日，在焦作市龙源湖广场，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的学生在现场绘制了预防艾滋病的展板，吸引来群众观看。

王正勋 侯林峰/摄

11月26日~27日，睢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抽调工作人员，分
别走进东苑社区、育才学校，宣传艾滋病防控知识。图为活动
现场。 赵忠民 付彩云/摄

本报讯 （记者常俊伟 通
讯员郭明青）近日，新乡市第二
人民医院肾病风湿免疫科经过
奋力抢救，成功救治一例百草枯
中毒患者。据悉，患者已康复出
院，并多次到医院复查，各项检
查指标基本正常。

据了解，9 月 15 日，患者因
与家人发生争执后，自己服下
剧毒农药百草枯约 100 毫升，随
后便出现明显的恶心、呕吐等
症状，被家人紧急送至新乡市
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给予洗胃
后，转入肾病风湿免疫科抢救

治疗。
据医务人员介绍，患者当时

呕吐明显，并伴口咽烧灼感，尿
中百草枯浓度高达150微克/升，
超出正常值 750 倍，这样的病例
死亡率几乎100%。

为了救治患者，杨学华立
即组织全科医务人员制定抢救
方案，他们采用第一时间实施
大容量树脂罐血液灌流、血液
滤过、口服活性炭吸附、导泄、
连续性血液净化、护胃保肝、大
剂量糖皮质激素、环磷酰胺冲
击疗法等综合抢救措施。治疗

初期，患者不了解百草枯中毒，
自我感觉良好，十分抵触血液
净化，家属着急担心，杨学华耐
心劝导，亲自治疗，让患者放
心。

初期过后，患者口舌溃烂、
疼痛，拒绝进食，情绪十分不稳
定，护士长王华英和护士李欣等
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个
性化护理，以缓解其情绪。患者
病情危重期间，血氧指标明显下
降，家属几乎丧失了信心。杨
学 华 为 了 制 定 更 好 的 救 治 方
案，邀请该院呼吸及危重症科

主任马五林积极会诊，并协调
全国肺纤维化方面的知名专家
远程指导，应用最新防治肺纤
维化药物。同时，科室医务人
员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在省内外专家
的指导帮助下，该科全体医务人
员经过 21 天日夜奋战，患者生
命体征趋向好转。10 月 22 日，
患者病情基本稳定，肾功能、肺
功能、肝功能等指标趋于正常，
顺利出院。

康复后，患者及家属特地从
家里再次来到肾病风湿免疫科，

送来锦旗，感谢医务人员。
百草枯又称对草快、克芜

踪，2015 年 7 月 10 日，第八届全
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第十七
次全体会议将百草枯毒性级别
定为剧毒，死亡率极高。目前尚
无特效解毒剂。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已成
功抢救近50例百草枯中毒患者，
为此类患者的救治积累了丰富
经验。此例重度百草枯中毒患
者的救治成功，标志着该科农药
中毒的救治能力有了极大的提
高。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成功救治百草枯中毒患者

本报讯（通讯员李河新）11
月22日上午，平顶山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的帮扶责任人到鲁山
县辛集乡白村，向村民传授心肺
复苏、创伤止血包扎等技术，村
民们在疾控专家的指导下利用
模拟人进行了急救演练。

据了解，今年，平顶山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结合
行 业 特 点 ，开 展 健 康 扶 贫 工
作。村内建立标准化卫生室，
配备有一定资质的乡村医生，
并与广大贫困村民进行了签约
家庭医生服务，能够满足村民
小病不出村的需要。贫困户全
部参加医保，切实落实健康扶
贫“六道保障线”，住院治疗实
行先住院后付费制度，实现贫

困户住院“一站式”结算，并实
现医疗保险全覆盖。平顶山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投资两万余
元在白村设立 12 个健康知识宣
传栏，每季度定期更换版面内
容，普及常见的慢性病和地方病
防治知识；开展以“蚊虫消杀、预
防疾病”为重点的健康扶贫工
作；免费为白村饮用水进行水质
检验检测；投资 8 万余元，为辛
集乡卫生院捐赠了数字化预防
接种门诊管理系统和医用冷链
设备，同时对卫生人员进行了技
术培训；投资2 万元购置了电子
血压计和身高体重仪等；建立
健康小屋，对白村村民进行日
常健康情况监测，提高疾病防
范意识。

救援地点在沟壑纵横之间，艰难；现场急救持续时间长，艰苦；医务人员和消防人员合力救
援，艰辛……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救治一名在农田劳作时不小心翻车导致整个右下肢被绞
进旋耕耙耙齿中的农民兄弟。

省质控专家到邓州把脉“人
生第一证” 11月27日，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质控调研组先后来
到邓州市妇幼保健院、仁爱医院
和中心医院调研出生医学证明
管理工作，把脉“人生第一证”。
质控调研组通过实地查看，对各
单位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的
重视程度、管理制度、经费投入、
信息化建设、签发机构的人员管
理，以及硬件设施配备、工作制
度落实等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
地了解。同时，质控调研组还就
各单位在出生医学证明实际签
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人
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并对出生
医学证明管理过程中的重点和
难点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对以往
存留的疑难问题给予现场解
决。此次调研为邓州市出生医
学证明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打下
良好基础。 （乔晓娜 赵 刚）

开封市首批108个病种推
行按病种付费 为了加强该市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规范医
疗服务行为、控制医药费用不合
理增长，开封市近日出台《开封
市基本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工
作实施方案》，决定自 12 月 1 日
起首批 108 个病种推行按病种
付费。首批 108 个病种涵盖了
常见病以及部分重大疾病。按
病种付费适用于全市一级（含
乡镇卫生院和设置床位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及以上定点医
疗机构。按病种付费标准包含
患者住院期间所发生的诊断与
治疗等全部费用，即从确诊住院
到按治疗临床路径规范达到临
床疗效标准出院所发生的诊察、
治疗、麻醉、手术、护理、检查检
验、床位、药品及医用材料等各
种费用。6岁及以下儿童在规定
的病种收费标准基础上可上浮

不超过 10%。实行按病种付费
的病种所发生的收费标准内的
医疗费用，不受药品目录、诊疗
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目录限制，
不设起付标准，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按照收费标准和规定的支付
比例定额支付，收费标准内费用
参保人员按比例负担，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
支 付 比 例 为 ：一 级 医 疗 机 构
75%，二级医疗机构70%，三级医
疗机构65%；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支付比例
比在职职工提高5%。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比例为：一级
医疗机构 70%，二级医疗机构
60%，三级医疗机构55%。同时，
符合按病种付费规定和重特大
疾病规定的病种所发生医疗费
用，优先选择按重特大疾病有关
规定支付。

（李 季）

平顶山市疾控中心
健康扶贫工作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