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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分钟，您能做些什么？做
一顿美味的早餐，还是下楼散散
步？对突发心梗的孙女士来说，
24分钟，是医生帮她跑赢死神的
时间！

近日，记者在洛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病房里见到了 60 岁的孙
女士，她已经可以坐起来跟人交
谈了，医生说她再住几天就可以
出院了。回想起发病当天的事
儿，她还是后怕不已。

不久前的一天中午，孙女士
骑着电动车回到家中，打算给家
人做手擀面。回家的路上，她感
觉有点儿胸闷，还隐隐作痛。她

以为是出去转了半天累着了，回
家后先喝了一杯水；但是，她喝了
水之后，隐隐作痛的范围扩大了。

“我当时就在一楼，儿媳妇在
二楼，就想大声喊她，可是我无法
大喊，也不敢走路，胸闷、胸痛的
感觉更严重了，还头晕、恶心。我
急忙掏出手机，给儿媳妇打电话，
用虚弱的声音说了句‘赶快下
来’。”孙女士事后回忆，她说完这
句话，就感到头晕目眩，随即瘫倒
在地。

儿媳妇把孙女士送到附近的
一家医院。医生初步诊断孙女士
患了急性心梗，立即联系洛阳市

第一人民医院胸痛中心进行救
治。

“17 时 10 分接到通知后，我
们赶忙派出120救护车赶往孙女
士所在的医院。”洛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心内二科副主任医师、胸痛
中心医疗总监孟宪磊说。在车
上，他在微信群里及时与相关科
室医生进行沟通，开启胸痛救治
绿色通道，导管室医务人员进行
术前准备。

胸痛中心的记录显示：17时
25分，救护车到达孙女士所在的
医院，孟宪磊查看了孙女士的心
电图，判断为急性心梗，并了解孙

女士的病史，与家属沟通手术方
案；17 时 50 分，把孙女士送到洛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17 时 52 分，
孙女士被送进导管室；18 时 14
分，开通急性闭塞的冠状动脉，植
入支架 1 枚。手术结束后，孙女
士被送往心脏重症监护室。因手
术及时，她预后很好，不会影响正
常生活。

“患者到达医院门口到开通
血管的时间叫作D2W时间，这个
时间越短，救治效果越好！”孟宪
磊说。孙女士被送到洛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后，走的是急性胸痛救
治双绕行程序，即患者到达医院

后绕行急诊科，绕行心脏重症监
护室，直接到达导管室进行手术，
开通闭塞的冠状动脉，一共用时
24 分钟。此次用时 24 分钟的救
治，远远低于国家胸痛中心规定
的90分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据孟宪磊介绍，急性心梗往
往表现为持续而剧烈的胸闷、胸
痛，严重时可能伴随低血压、冷
汗、晕厥等症状，甚至出现心脏骤
停，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一旦
突然发生剧烈而持久的胸闷、胸
痛，患者要及时就医。另外，中老
年人应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远离烟酒，积极参加户外运动。

突发心梗 医生24分钟抢救成功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艾金宝 沈箬文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谢雅敏 肖利珍）近日，河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河南
省委联合印发关于命名表彰河南
省青年文明号和青年岗位能手的
决定，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以下简称河科大一附院）急诊医
学部榜上有名，荣获河南省“青年
文明号”。

河科大一附院急诊医学部成
立于 1987 年，是国内较早组建的急
诊科之一（由院前急救、院内急诊
和急诊重症监护组成的完整急诊
医疗体系），承担着中原西部地区
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重任；现有医
务人员 183 人，其中 35 岁以下 116
人，占全科总人数的 63%，是一支名
副其实的青年队伍。

作为河南省重点专科、国家级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中国心
肺复苏培训中心、中原心肺脑复苏
实验基地、中原西部急危重症救治
中心、洛阳市急诊中毒救治中心及
创伤救治中心，河科大一附院急诊
医学部积极开展“白金十分钟”志
愿者活动和应急救援工作，安排医
务人员参加防汛演练、防空演习、
群体中毒事件演练等，同时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患者救治、疫苗接
种中发挥重要作用。

河科大一附院急诊医学部负
责人说，他们将以此次荣获河南省“青年文明号”为新起点，
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领科室医务人员投身新时代青
年岗位建功行动，充分发挥先进青年群众组织和党的后备力
量作用，为守护中原西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洛阳市中心医院入职五年护士综合实践能力竞赛决赛现场的一个场景。
在决赛现场，从全院200多名入职五年护士中选拔出来的36名选手，用规范的流程、熟练的操作和真诚的关怀，

展示娴熟的技能、良好的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展现了护理人员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此次决赛最终
评出了一、二、三等奖。

高 鸽 胡霜凝/摄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韦 康 郑治明）在不久前
举行的 2022 年洛阳市卫生健
康工作会上，在全市卫生健康
5项重点工作中，洛宁县有4项
工作获得高度肯定。这4项工
作分别是疫情防控、健康洛阳
行动、医疗机构提质升级和爱
国卫生运动。

自2021年以来，洛宁县卫
生健康系统在县委、县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锐意进取、实干担
当，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疫情
防控、健康宣教、爱国卫生运动
等重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成
绩，全县 4 家卫生健康单位进
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2021 年

“光荣册”。其中，县人民医院
被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评为“三
级医院创伤中心、胸痛中心达
标单位”，获市级“一星文明号”
荣誉；县中医院获“洛阳市总工
会女职工工作先进单位”荣誉；
县妇幼保健院获“孕妇和哺乳
期营养包干预及儿童辅食期营
养包干预综合效果评估”“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试点
县”国家级科研立项；县疾控中
心获“全国肿瘤登记工作进步
奖”荣誉。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文建军 任 倩）近日，洛
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智能立体停
车楼投入使用，院内停车位总
数较之前增长了一倍，明显缓
解了就诊群众停车难的问题。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副
院长许严伟说，该智能立体停
车楼建筑面积约 6100 平方米，
共 8 层，采用全自动新型垂直
升降类立体停车设备。驾驶
员只需将车停到一层入口处，

按照电子屏的提示进行操作，
即可下车前去就医，车辆会自
动入库。停车或取车，仅需一
两分钟。在智能立体停车楼，
该 院 安 排 工 作 人 员 引 导、值
守，协助群众存取车辆，为前
来就诊的群众提供人性化服
务。下一步，该院将继续深化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增强群众
和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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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三院智能立体
停车楼投入使用

最美人间四月天，卫健捷报
更引人。

连日来，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第二儿童医院）文仲院
区（以下简称文仲院区）开诊的
消息，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
话题，越来越多儿童的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不仅在网上关注，
成为粉丝，有的还专程来到这里
现场感受，“打卡”推广。刚刚带
着宝宝在儿童保健科接受身高
体重测量评估、营养喂养指导等
服务的谢女士说：“这里不仅环
境好，而且‘里子’壮、名家多，给
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就诊体验，回
去后我要好好给姐妹们说说，让
大家都知道！”

4 月 9 日上午开诊的文仲院
区，是洛阳市妇幼保健院“一院
三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
省、市重点医疗建设项目和民生
工程，该院区依托洛阳都市圈，
是政府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民
生工程。该工程位于洛阳市洛
龙区文仲大道与开元大道交叉
口东北侧，占地面积约8.45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26.2万平方米，
总投资17.94亿元，按照“现代化、
智能化、特色化”的建设思路，分
两期建设，共设置床位 1500 张。

一期开诊的科室包括儿科门诊、
儿外科门诊、新生儿科门诊、康
复科门诊、呼吸哮喘门诊、成人
外科门诊、急诊科、发热门诊、急
诊综合病房、EICU（急诊重症监
护室）、检验科、医学影像科、超
声医学科、儿童保健科等。

成立于 1953 年的洛阳市妇
幼保健院，是一所集妇女儿童
预防、保健、医疗、康复、教学、
科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健
康 服 务 机 构 。 已 有 的 通 衢 院
区、嘉豫门院区总占地面积约
12 万 平 方 米 ，编 制 床 位 1200
张。2022 年 3 月，洛阳市妇幼保
健院和河南省第二儿童医院正
式合并，开启了“一院三区”（通
衢院区、嘉豫门院区、文仲院
区）发展的新格局。

文仲院区开诊当天，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妇幼处、省妇幼保健
院、省儿童医院等单位对其开诊
表示热烈的祝贺，“新院区的开
诊，必将对推进健康中原建设及
健康洛阳战略的实施起到深远
影响。希望医院今后持续提高
服务质量、提升技术水平，为洛
阳市妇幼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
新贡献”。

扬帆起航新征程，乘势而

上谱新篇。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党委书记闫新、院长韩保卫说，
文仲院区的投入使用，将使医
院床位规模由原来的 1200 张增
加到 2500 余张，医疗条件和环
境得到改善。文仲院区将与通
衢院区、嘉豫门院区完成市域
联动、辐射豫西，形成“一院三
区”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为豫
西地区的群众带来更加优质的
医疗服务。

记者了解到，从开诊之日至
4月30日，文仲院区儿童保健科
还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包括
为儿童提供健康体检、身高体重
测量评估、营养喂养指导、骨龄
评估、注意力测评等服务。凡到
文仲院区儿童保健科进行健康
体检者，体检完成后均可获免费
基础体检一次；办理体检套餐卡
八折优惠；免费进行身高体重测
量评估，获得专业的营养喂养指
导；免费进行骨龄评估（不含手
部正位片费用）。眼下，春光正
好，不少人慕名前来。志愿者还
为前来就诊的小朋友送上小礼
品，大家对文仲院区的环境、设
施和服务赞不绝口。

（本文图片由洛阳市妇幼保
健院宣传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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