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友福音
快来领取免费胰岛素泵

中西药合用要谨慎
中西药各有所长，相互配合使

用，往往能收到较好疗效。但是，中

西合用也必须谨慎。

为 了 避 免 药 物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中西药合用时掌握以下几个原

则，即可万无一失了：两种以上不

同病种的中西药不要同时服用，比

如患者素有高血压病，现在又患了

感冒，那么两种不同类型的病所开

的中西药，不要同时服。一般说，

若是单一病种，又是医生开的，中

西药也是同类型的，这时同服不会

发生问题。当然是排除过敏反应而

讲。另外，不管是几个病种，服用

中西药时，宜间隔2-3小时，就不会

有问题了。              药剂科  张文/文

口腔长泡别随意乱挤
很多患者来口腔科就诊说口腔

反复长泡，挤破了就消，过后不久

又长，反反复复。事实上，大多数

口腔内唇、舌下口底黏膜易长的泡

都是粘液腺囊肿，为口腔粘膜常见

病，是由于小唾液腺导管阻塞后分

泌液潴留而形成的浅表囊肿。

粘液腺囊肿为一种良性病变，

预防主要是避免损伤，保持口腔卫

生。治疗以手术治疗效果较好，手

术应将发病之腺体同时摘除，如果

手术后遗留有受损腺体，则难免再

次出现涎液潴留，囊肿复发。所以

发现口腔长泡，先不要自行用药或

挤压针刺，一定要及时就医，在专

业的指导建议下选择最好的治疗方

法。                      口腔科 杨晓峰/文

乳腺癌化疗期间饮食技巧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肿瘤，以手

术治疗辅以围手术期的化疗为乳腺

癌主要治疗手段。那化疗期间患者

的饮食该如何安排呢？

首先，要少食多餐，每日5-6

次，在一天中最不易恶心的时间进

食，如在清晨进食；进食前1小时和

进食后1小时内不饮水；餐前吃一

点饼干或烤面包等干且温和食物；

餐后勿立即躺下，以免食物反流引

起恶心；勿食甜、腻、辣、油炸食

品；避免强烈气味的刺激，勿使室

温过冷过热。在化疗期间，患者及

家属应积极配合，注意饮食调理，

让患者恢复体质，增强免疫力，从

而顺利完成化疗。

乳腺甲状腺外科  彭清碧/文

关于饮酒，这些知识要记牢
喝酒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不

可避免，因此，您就必须得知道，

喝酒后不能服用的药物包括中枢抑

制药、降血糖药、降血压药、解热

镇痛药、感冒药、抗结核药等，如

若服用，可能引起多种不良反应，

甚至危及生命。

解 酒 的 食 物 较 多 ， 我 们 着 重

介绍以下几种水果：一次饮用西红

柿汁300毫升以上，能使酒后头晕

感逐渐消失；用柚子肉蘸白糖吃，

对消除酒后口腔中的酒气有很好的

效果；葡萄中含有丰富的酒石酸，

能与酒中的乙醇相互作用形成酯类

物质，达到解酒目的；西瓜清热去

火，能使酒精快速随尿液排出；酒

后吃一些香蕉，能增加血糖浓度，

降低酒精在血液中的比例，达到解

酒目的。同时，它还能消除酒后心

悸、胸闷等症状。

耳鼻喉皮肤科 周福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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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原因导致吐奶

  吐奶是婴儿常见的现象，常

见于6个月以内。一般是由两个方

面的原因所致：一是全身性或胃肠

道疾病时的一个症状；二是由于婴

儿胃肠道的解剖生理特点容易发生

吐奶。根据临床表现 ，总的来说

因为第二种原因引起的吐奶较为常

见。

婴儿的胃部，从正面看是横

躺着的，呈不稳定状态，同时贲门

部位（胃部入口）还比较松。也就

是说，大人进食时，当食物进入胃

部后，贲门会通过收缩来防止食物

逆流回食道；可是婴儿的贲门还不

能很好的收缩以防止奶汁逆流，从

而导致奶汁很容易由胃内逆流回食

道。加之婴儿吃奶时含乳头的方式

比较笨拙，容易致使空气与奶汁同

时进入胃内，从而促使婴儿吃奶后

打嗝或晃动身体，即会引起吐奶现

象。

宝宝吐奶须正确应对

那么，如果宝宝吐奶了怎么办

呢？首先，抬高上身，观察宝宝的

情况，看脸色是否渐渐恢复正常；

吐奶后，每次喂奶数量要减少到平

时的一半；每次喂奶后都让宝宝竖

直趴在大人肩上，轻拍背部，直到

让胃中空气排出；放下时亦将头肩

部抬高，最好采用右侧卧位，从而

防止宝宝吐奶的发生。

以上是正常的吐奶应对知识，

可是如果宝宝出现频繁的吐奶、呛

奶，且伴有咳嗽、感冒症状，吐奶

之后开始腹泻者，同时个别伴有精

神萎靡或烦躁不安者，均应即刻到

医院检查治疗。

老年人对能量物质（糖类、

脂肪酸等）的总体需求量减少，这

是因为老年人体力活动减少，能量

消耗下降和基础代谢率降低之故。

然而，老年人对蛋白质的需求量并

无明显减少。因此，在老年人的食

谱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要稍加限

制，而对蛋白质则要稍加放宽一

些。

众所周知，牛奶、鸡蛋、瘦

肉、鱼、虾和大豆及豆制品都是高

蛋白食物，且多为优质蛋白，可为

机体提供必须氨基酸，参与细胞构

成和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如果老

年人能将这些食物合理搭配，每日

补充蛋白质达60-80克，是不会引

起蛋白质缺乏的。有些老年人对

“饮食清淡”这句话理解不够准

确，误认为清淡饮食就是指不吃

肉，不沾荤腥，甚至连牛奶都不敢

喝，鸡蛋也不敢吃，只是吃点豆

腐。这些都会造成老年人体内蛋白

质不足。

一旦发生蛋白营养不良，老年

人就会有以下几点现象：

●消瘦、无力、少语、懒动、

精神不佳；

●易患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

呈现咳嗽、咳痰、腹痛、腹泻等症

状；

●伤口不易愈合，骨折愈复期

延长。因此，人到老年莫要随意忌

口，而要积极做到食物多样和荤素

搭配，以保证营养全面。

老年病科  施燕梅/文

医生 在 线 儿科  何红亚
电话：xxxxxx

妈妈最想知道的问题连载三十一

宝宝老吐奶  先学会理性对待

老年养生  不可少了蛋白质

糖尿病治疗刻不容缓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人由于

体力活动减少，高脂肪、低纤维素

饮食，肥胖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引起糖尿病在我国的患病率逐年增

加。有关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6

年，我国糖尿病患病率为9.7%，呈

快速增长趋势。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全身进行性

内分泌代谢疾病，而持续性的高血

糖将导致一些组织器官代谢异常，

随之出现的就是可怕的并发症。目

前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是继肿瘤和心

脑血管疾病之外，严重威胁中国人

健康的疾病。胰岛素泵的出现改变

了糖尿病患者需要多次注射胰岛素

的治疗方式，大大便利了患者，并

帮助糖尿病更好地控制全天血糖。

胰岛素泵作为糖尿病强化治疗的一

种先进手段,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

逐步推广。

然而，昂贵的胰岛素泵费用

让许多糖尿病患者望而却步，极

大地制约了其在临床中的应用。

此次市卫计委启动的胰岛素泵捐

赠项目，对于推广胰岛素泵的使

用，维护糖尿病患者健康具有积

极作用。

胰岛素泵更好控血糖

据了解，胰岛素泵通过可设定

的程序将所需剂量的胰岛素持续输

注到糖尿病患者的皮下,模拟生理

性胰岛素分泌，可以24小时持续输

注，保持全天血糖稳定,降低发生

低血糖的危险性,对延迟和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非常有效,是糖尿病胰

岛素治疗的理想方式。

具体来讲，由于胰岛素泵夜晚

仅输出微量胰岛素，不再使用中效

或长效胰岛素，没有这两种长效制

剂夜晚的高峰降糖作用，减少了夜

间低血糖，后半夜又能自动增加胰

岛素输入降低凌晨的高血糖，使空

腹血糖及白天血糖正常化，并减少

了全天胰岛素用量。

胰岛素泵不需每天多次注射，

可减少餐前胰岛素用量，避免了大

剂量短效、中效胰岛素注射后在体

内的重叠作用，减少了低血糖的发

生。同时，1型糖尿病患者即使注射

胰岛素治疗，餐后高血糖也常不可

避免，使用胰岛素泵后餐后血糖可

有效地降低，几乎达到正常水平。

胰岛素泵增加了糖尿病患者进

食的自由，使其生活多样、灵活，

改善了生活质量。同时增强了身体

的健康与营养状态，提高了患者战

胜疾病的勇气与生活信心，显著减

轻了疾病造成的沉重精神与心理压

力。

● 成都市户口

● Ⅰ型糖尿病

● 内分泌科评估

为进一步开展优质服务，

儿 科 开 设 了 便 于 医 患 沟 通 的

QQ咨询群，每天安排资深的

儿科医护人员为广大宝妈提供

指导和咨询服务。近期，关于

宝宝吐奶是许多家长共同关注

的 话 题 ， 更 有 一 些 着 急 的 家

长，看到宝宝吐了两次奶就挂

急诊看“病”。在此，我们再

来讲解一下怎样辨别吐奶的表

现，以及如何应对。

胰岛素泵的适用人群

■1型糖尿病患者 （尤其

是血糖波动较大的1型糖尿病患

者）。

■并发酮症酸中毒的糖尿

病者。

■出现慢性并发症的糖尿

病患者。

■ 合 并 妊 娠 的 糖 尿 病 患

者。

■需要做手术的糖尿病患

者。

■生活不规律的糖尿病患

者。

为了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受益于国际先进的胰岛素泵疗法，提高其生活质量，市卫计委拟在

2016-2018年间集中采购一定数量的新一代具备人工胰腺技术的实时动态胰岛素泵系统，免费提

供给成都市本地符合条件的糖尿病患者。1月19日，市卫计委举行胰岛素泵捐赠项目启动仪式，

市五医院正式成为成都市胰岛素泵强化治疗协作组成员单位，符合条件的糖尿病患者可前往医院

内分泌科申请领取免费的胰岛素泵，得到先进的胰岛素泵治疗。

符合条件的糖友可前往市五医院内分泌科申请领取

糖友福音

◆温馨提示

内分泌科  杨迪晓/文

领取
条件



1月19日下午，市五医院在学

术厅召开三届二十五次职代会暨年

终总结表彰会，医院领导班子、职

工代表、中层干部等100余人参加

会议。

按照《职代会条例》细则，

与会代表听取审议了雷建国院长所

作的题为《强内涵，稳步推进医

院持续健康发展》医院工作报告，

听取审议了《工会2016年工作总结

暨2017年工作思路》《工会2016年

度财务报告》《工会2016年度经费

审查报告》《医院2016年度财务报

告》《医院2016年度审计工作报

告》等议题。

 雷院在《强内涵，稳步推进

医院持续健康发展》的工作报告中

指出：2017年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

医改精神，持续提高发展质量，

全力提升运营效益，医院将继续围

绕“一个中心”、遵循“两条主

线”、着力强化积极应对医改，抓

实党风廉政，全面实施预算化管

理，深入推进学科建设，深化温馨

服务内涵，加强内训体系建设“六

个重点”任务，促进医院持续健康

发展。与会代表对院务公开工作的

满意度进行了测评，测评结果（满

意、基本满意99.50%）表明院务公

开工作得到职工的大力认可。

大会对2016年度先进个人及

科室进行了颁奖，奖项涉及优秀员

工、医德医风先进、质量与安全管

理优秀、MDT多学科协作模式建设

创新、新技术、对外合作、最佳运

营、品管圈优秀等方面。麻醉科易

明亮主任作为获奖代表发言，表示

要以现在的成绩为起点，更加勤奋

工作，进一步促进医院发展建设。

急救电话：028-82726077          门诊预约电话：028-82742182          地址：成都市温江区麻市街33号        网址：www.cd51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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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因他们而温暖

微信扫一扫

督查医院节前安全
在春节临近之际，1月22日上

午，市卫计委副主任张轶一行督

查市五医院安全生产工作。院长

雷建国，党委书记张新强陪同。  

督 查 组 一 行 先 后 实 地 查 看

了二期工程施工现场、安保监

控室、门急诊、食堂、老旧板房

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消防设施

设备安全运行、施工现场管理、

食堂管理以及安全保卫的情况。

张轶副主任对市五医院安全生产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部分

工作细节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强

调，要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落

实安全责任，节前再次认真梳

理、找准薄弱环节，确保安全生

产工作万无一失。

在市卫计委督查后，1月23

日下午，市五医院召开科联会，

院长雷建国在会上重点强调节前

安全。各分管院领导对医疗、院

感、安保、消防等方面再次进行

全院拉网式巡查，确保春节期间

安定祥和。

康复惠民项目设备领用
1月13日,市五医院承担的成

都市科技局惠民项目《脑卒中规

范康复治疗模式在基层医院（社

区）的应用与体系建设》示范基

地设备领用仪式在东区学术厅举

办。

项 目 组 通 过 一 年 的 调 研 ，

充分考虑基层卒中康复对设备的

需求，参考国家三级康复设备要

求，充分考虑现实可操作性，制

定适合成都西部地区区乡级卫生

院三级卒中康复设备的相关要求

与制度。通过正规招标程序为五

家示范单位配置了项目所需的康

复治疗设备，以推动其规范三级

康复技术的发展。

妇幼工作喜获两项殊荣
临近春节，一纸表彰两项殊

荣如期而至，省“实施全面两孩

政策贡献突出单位”、市“妇幼

健康服务突出贡献奖”，恰似给

市五医院春节送的一份大礼。

2016年是实施全面两孩政

策的第一年，政府、社会、公众

都极其关注。为加强妇幼健康工

作，发挥三级保健网作用，市五

医院完善产儿科设备、设施和人

员储备，改善产儿科住院条件的

同时，切实落实分级诊疗制度，

加强危重孕产妇与新生儿危急重

症管理，确保有效衔接和绿色通

道畅通。

资讯 >>

1月18日下午，由市五医院牵

头的“2017年（暨春节）产、儿科

急救演练”在温江区妇幼保健院急

诊科举行。

本次演练以新生儿发生新生儿

窒息、产妇发生羊水栓塞为场景，

启动助产士应急处置、各级医生抢

救，以及区、市级急救小组启动和

应急预案实施、汇报、危重孕产妇

管理等。应急演练涉及了新生儿窒

息复苏、成人基本生命支持、电除

颤术、中心静脉置管等操作演示。

专家们对演练中角色分工、新

生儿复苏和CPR的操作技能、电除

颤的使用、产科医生对羊水栓塞的

诊疗原则、病情动态评估和容量管

理等进行了抽问和点评。对演练过

程中存在问题进行了一一指正。

强内涵 抓重点 推进医院持续健康发展
市五医院三届二十五次职代会暨年终总结表彰会圆满召开

1月10日下午，市五医院在学术

厅召开城西医联体建设暨分级诊疗

专题会。

会上，医院运营部、医管部、

事业发展办、信息科分别从“分

级诊疗流程与医联体服务能力提

升”“医联体成本效益分析与运营

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详细讲

解，并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和强

调。风湿血液科、肾内科等科室也

对医联体建设及分级诊疗工作建言

献策。

雷建国院长对下一步的医联体

建设暨分级诊疗工作进行部署，要

求全院各科室要以《四川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巩固完善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成都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健全

医联体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实施方案》精神为指引，

做好医联体相关工作。

2017年是医联体建设的转折

年，城西医联体将以提高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为重点，以慢性病、常见

病、多发病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升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医联体建

设和分级诊疗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市五医院召开城西医联体建设暨分级诊疗专题会

以练促进  维护区域妇幼健康

1 月 2 4 日 下 午 ， 市 五 医 院 组

织开展2017年产儿科急救应急演

练。本次急救演练由院内妇产科、

ICU、麻醉科、新生儿科等相关学

科10名专家担任评委，温江区妇幼

保健院、温江区人民医院、圣母妇

产医院派员全程观摩，温江区产急

办副主任陈维、医管部部长唐红

梅、医务科科长赵晓平现场指导。

本次演练从经产妇宫口开大3

公分助产士接产准备开始，到新生

儿发生重度窒息、产妇产后出血，

经历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

过程医务人员的处置等情景，医护

人员进行了全景再现。演练现场紧

张有序，配合默契。演练结束后，

评委专家们对演练进行总结和点

评，指出了本次演练案例中存在的

问题及亮点。

作为成都市妇幼健

康区域指导西部分中心

和成都西部产科急救中

心，市五医院高度重视

产儿科急救工作，母婴

安全保障时刻不松懈。

值春节临近之际，医院

连续两次牵头组织片区

产、儿科急救演练，查

漏补缺，达到了“为实

战而演练、以演练促提

升”的目的，为区域妇

幼健康护航。

检验突发危重孕产妇急救流程

全景再现
产儿科应急处置

院长提要求

城西医联体要以资源整合为

重点，做“实”医联体；以人才

技术对接为着力点，做“优”医联

体；以信息化为支撑，做“活”医

联体，充分发挥市五医院领军带头

作用，以基层为重点，以创新为动

力，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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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是市五医院重点学

科，并逐渐发展成为集颅脑损伤、

脑血管病、脑和脊髓肿瘤、脑功能

性疾病及脑和脊髓先天畸形等疾病

的诊断、治疗、监护、康复为一体

的现代化临床科室，是成都西部地

区神经外科医疗中心。

科室下设脑血管病变组、脑

肿瘤组、椎管病变组、颅脑创伤

组、功能神经外科组等亚专业组。

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包括先进

的高磁场MRI（MRA）、多排CT

（CT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DSA）、进口显微镜、手术显微

器械、脑自动牵开器、头架、进口

手术动力系统（电钻系统），进口

双极电凝器、颅内压监护仪、呼吸

机、除颤监护仪等。

科室技术实力雄厚，常规开

展神经外科的诊疗项目，能熟练进

行颅内肿瘤的显微手术切除、脑血

管疾病如动脉瘤夹闭术、经鼻蝶垂

体瘤切除等显微手术等，开展的较

高难度手术如髓内海绵状血管瘤切

除、脑室内肿瘤及丘脑肿瘤等深部

脑肿瘤切除术、颅底巨大肿瘤切除

等。特别是在重型颅脑伤救治、脑

与脊髓肿瘤、脑脊髓血管疾病诊治

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目前科室已发展成为一个中青

年科技人员为主，医疗技术突出，

人才梯队和专业结构合理，医、

教、研实力雄厚的学科。科教研能

力突出：拥有高学历的科研教学团

队，承担着川北医学院、成都中医

药大学、泸州医学院、遵义医学院

等学校的本科实习教学任务，承担

川北医学院《外科学》授课任务，

完成及承担多项省厅级在研科研课

题。科室于2014年成为四川省首批

“国家级神经外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每年招收数名毕业医

学生进行神经外科方向的规范化培

训，并成为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成飞医院、金堂县人民医院、中医

大附院等医院的委托培训及协同规

陪单位。

科室除常规开展的颅脑外伤、

脑出血等手术外，还开展的其他手

术有：

（1）显微镜下经单鼻孔-蝶窦

垂体瘤切除术；（2）颅内动脉瘤；

（3）脑血管畸形；（4）脊髓内血

管畸形；（5）桥小脑角肿瘤（脑

膜瘤、听神经瘤等）；（6）蝶骨嵴

巨大脑膜瘤；（7）巨大窦镰旁脑膜

瘤；（8）中颅底颅内外沟通性肿

瘤；（9）胼胝体、松果体区巨大肿

瘤。

以实力做保障  引领城西神外新进展
市五医院成功举办第二届“城西医联体”神经外科学术论坛

饮食营养与人的健康有密切关

系，对神经外科手术前后的老年患

者而言尤其如此。因此，神经外科

医生不应只关注患者疾病本身，还

要更加重视患者的营养状况，及早

评估和干预，以期改善患者营养状

况和疾病的转归。

神经外科护理人员通过记录

患者入院期间体重变化、胃肠道

症状、 肌肉消耗、三头肌皮褶厚

度值、踝水肿情况，对老年患者

做出初步的营养评估，判断有无

营养不良的风险，并对他们做出

膳食指导。比如（1）合理安排饮

食，包括膳食平衡、营养充足、

食物多样等，也包括愉快进餐环境

等；（2）食物粗细搭配，易于消

化，粗粮含丰富的B族维生素和植

物成分，膳食纤维含量高，对控制

血糖和预防心血管疾病很有帮助；

（3）重视营养不良和贫血，体重

不足对老年人健康有一系列负面影

响，会使老年人增加疾病的易感

度，造成伤口愈合缓慢、精神状态

差等。另外，抗寒能力、应激能

力、免疫力弱与贫血有很大的关

系。对于意识障碍，需要鼻饲管注

食的患者，我们会指导患者家属如

何搭配营养，肠内营养无法补充每

日需要量的，我们还会请营养科会

诊协助给予患者适当能够耐受的肠

外营养支持。

往往围手术期的准备只是局限

于患者呼吸道、胃肠道和皮肤的准

备，往往忽略了患者对疾病或手术

的营养储备，神经外科开展的早期

营养评估，未雨绸缪，为患者恢复

增加了一个有份量的砝码。 

他，跪在地上安装头架
宋伟正是神经外科的副主任，

既是一名普通的神经外科医生又是

科室管理者，因为身兼数职，宋伟

正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医院里，按理

说一个高年资医生已经可以不再关

注管理患者的细枝末节了，可以交

给住院医生管理，但是宋伟正不这

么认为，他觉得神经外科无小事，

只有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才能保

证治疗达到最好的结果。

安装头架是神经外科手术固定

头部的重要步骤，安装位置的精确

性要求很高，安装不合适可能对患

者的颅骨和眼眶造成伤害，一旦头

架滑脱则可能导致手术失败。为了

保证每一台手术的质量，宋伟正对

头架的安装都亲力亲为，为了保持

最佳安装视角，他甚至跪在地上来

掌握力线，这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

度让同台的医生和护士赞叹不已。

1月13日上午，由市五医院神

经外科主办的第二届“城西医联

体”神经外科学术论坛在温江如期

召开，医联体内30余名神经外科医

生参会。市五医院李卫东副院长出

席致辞，神经外科刘进主任担任会

议主席。

会上，神经外科专家们就目前

成都西部神经外科发展的新成果、

新技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涉

及颅底肿瘤、血管病、功能神经外

科和脊髓脊柱方面等神经外科各个

领域。本次会议内容丰富，学术氛

围浓厚，亮点纷呈，提供了多角度

思路和规范化指导，参会人员纷纷

表示受益匪浅。

作为成都西部医联体神经外科

的老大哥，市五医院神经外科多次

组织下乡帮扶活动，举办学术沙龙

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成都西部基层

医院神经外科发展，为更多群众健

康保驾护航。

全方位发展  锻造科室领先实力

早期营养评估  为患者恢复加码

科 室 巡 礼 ·肝胆外科 

科室解密

先进技术

服务点击

科室故事

垂体瘤是神经外科（脑外

科）常见的颅内肿瘤，以往通过

开颅手术治疗。我院采用不开

颅的经单鼻孔-蝶窦入路切除肿

瘤，该手术创伤小、恢复快，并

发症较开颅手术少。

神经外科常规开展显微镜下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对各种复杂

动脉瘤有着丰富的处理经验，采

用德国进口leica显微镜，视野清

晰，能够精准夹闭动脉瘤，对周

围脑组织损伤很小。

颅内肿瘤位置深在，周围有

大量重要神经和血管，采用显微

镜可清晰辨别病变和周围组织关

系，能够尽可能避开重要血管和

功能区，保证患者功能情况下切

除肿瘤。

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 开颅动脉瘤夹闭术 颅底肿瘤切除术

他们，是责任心的代名词
神经系统是人体的司令部，神经外科的手术就是对这个司令部的再塑

造，这就决定了神经外科手术的精准性不同于其他手术，在手术准备和术
中操作上，任何小的差错都可能给患者带来危险，因此，神经外科的医护
人员对工作无不兢兢业业，宋伟正和罗霜医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对待患者有始有终
罗霜是神经外科血管组的专业

组组长，其对待患者的细心和耐心

程度让人惊叹。术前脑血管造影是

脑血管病手术的术前必需检查，造

影检查本来是属于介入室的事，但

是罗霜总会提前来到介入室，及时

掌握患者血管情况，查看动脉瘤的

瘤颈、有没有子囊等，甚至手术前

一天晚上还会再次来到介入室反复

翻看介入影像，为第二天的手术做

充分准备。

罗霜一直强调工作要有始有

终，每一台手术，他都是第一个到

达手术间，从摆体位到缝皮，每次

手术结束，他都要仔细观察患者情

况，有时候患者迟迟不能拔管，他

甚至在复苏室守着，正是这种负责

任的工作精神，才保证每一台脑血

管病手术成功完成，挽救了一个又

一个宝贵的生命。

病房设有55张床位，17间病室，年门诊量
5000余人，年收治患者2000余人次，年开
展手术量500余次。

现有医护人员37人，医师14人。其中博士
研究生1名，硕士研究生4名，主任医师2
名，副主任医师3名，主治医师5名，住院
医师4名。护理团队中副主任护师1名，主
管护师2人，护师13人，护士7人。

团队
力量

诊治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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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春节

意味着团聚、欢乐、休闲，

而对于市五医院春节值守岗

位的医务人员来说，春节则

意味着忙碌、责任、奉献。

今年也不例外，春节期间，

市五医院医护人员舍小家，

顾大家，以满腔的热情和优

质的服务奋战在临床一线，

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全区

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因为热爱，所以担当；因

为职责，所以坚守……

让我们向那些春节仍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的医务人员致

敬！

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三，中医科一大

早开始就不断新收患者，白班共收16人，

还好护士长有先见之明，多排了一个应

班，我们的值班护士共7人，可是仍然十分

忙碌。还好我们都齐心协力，没有出现任

何推诿、偷懒、不协作的情况。在这样忙

碌的白天，我们不仅完成了新老患者的各

种治疗，还保证了患者的安全，没有出现

任何不良事件，很多患者及其家属对我们

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等到白班人员都做

完了工作，时间已是19：30，忙碌的一天

终于结束，大家虽然都腰酸背痛，但是看

着我们眼前的成果，忍不住会心一笑。

白班的战斗是结束了，可是夜班的人

员依然忙碌，除了管理原本的46个患者，

上夜班又新收了3个患者，到上夜班护士李

婷英下班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3点

了。

这样忙碌的春节值班眼看着终于要结

束了，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春节的成果，

之所以较少的护士能完成比平时繁忙的工

作，离不开科室姐妹的齐心协力、互相帮

助，离不开大家的默默付出，有好几个姐

妹自愿放弃了回家团圆的机会，比如罗

美、敖春芽、李红等都利用自己的休息时

间自愿到科室增援，和值班的人员并肩作

战。还有规培护士邓若梅，在科室人员紧

张的情况下，她放弃了回家和父母团圆的

机会，连续上班10天，支援科室的工作。

现 在 ， 春 节 长 假 已 经 结 束 ， 科 室

的工作也步入正轨，我们在回首整个值

班过程辛酸的同时，也在为我们有这样

一群团结协作的姐妹而感到自豪，为我

们有如此强大的创造力而感到骄傲。用

今年的流行语来说，我们好像过了一个

假年，但是能看到患者们因康复而露出

的笑脸，感受到患者家属对我们的理解

与尊重，能感受到医院对值班人员的关

怀，我相信我们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能

把中医科发展得更好！

1月27日是农历大年三十，到处洋溢着

浓浓的年味，市五医院还有300多名医务工

作者坚守在临床一线。正值万家团圆共庆

新春佳节之时，晚上6点，院长雷建国、党

委书记张新强、副院长郭强带领着职能科

室人员，分成三组深入到各临床科室，看

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辛勤工作的值班

人员，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和问候。 

“今天是大年三十，应该是和家人团

圆的日子，但你们却还在坚守岗位，辛苦

了！” 每到一处，院领导都给值班人员送

上慰问品，了解当班人员的工作情况和安

全情况，希望大家尽职尽责，确保医疗安

全，并祝大家新春快乐、家庭幸福。

每年春节，医院领导都会来到科室一

线慰问值班人员，为医务人员送上新春祝

福，这已成为医院的一种惯例。

在万家团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耳鼻

喉皮肤科的一部分医生及护士也牺牲了自己

与老人陪伴的时刻，牺牲了与小孩嬉笑的日

子，他们依然微笑着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他们用心守护着生命，一点也不敢怠慢。

他们说：“独守执念，愿你无忧！” 他们

说：“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每个人都安康、

幸福！”他们说：“我值班，我骄傲！”他

们说：“生死相托的战场，岂能不全力以

赴！”⋯⋯他们真的不容易，每一天的坚

守，都是无限的责任，就只是希望更多的人

恢复健康，早日出院。这样一群可爱的值班

人，向你们致敬！

耳鼻喉皮肤科   周福燕/文

除夕夜，医院各个科室的医护人员却

仍然忘我地坚守在岗位上，认真守护着患者

的生命，演绎着一曲曲生命的赞歌。

春节期间虽然我们病区的患者不多，

但留院的都是病情危重的，心血管三病区的

护士们没有因为节日而省略任何一项工作，

她们一如既往地专注自己的工作，依然认真

细致地为患者输液、输血、翻身、拍背、吸

氧、使用呼吸机，严密观察每个患者病情变

化，随时准备抢救危重患者，严格交接班，

认真书写着护理记录。护士长精心布置病

区，挂起了红灯笼，贴上“福”字，即便在

上班期间，也为医务人员、患者及家属带来

浓浓的年味。

与家人和亲朋一起悠闲自得对医务人

员真的是一种奢望，虽然值班不能和家人团

聚，但我们的辛勤工作没有白白付出，院领

导在年三十送来了医院的慰问，我们也经常

听到许多家属的感慨：“做你们这一行付出

太多了，过不好年，过不上节，你们真不容

易。”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无论什么日子，

都是一样的，节日坚守，已经成为一种责任

和习惯，因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

言从他们踏进医学殿堂的那一刻起，就已经

铭记在心。

今天，我们把视线切换到神经内科一

病区。在大年三十至初六的七天大假中，神

经内科一病区共收治66名患者，办理出院48

人次，病危11人次，大年初一还收治了14名

患者，平均每天在科患者69人次。在这高强

度的工作下，全科医护团结一致，坚守岗

位，未发生差错、投诉等不良事件。

这期间，护理队伍中发生了一件感人

至深的事：科室一名护士怀孕两月余，大年

初一上大夜班，出现了阴道流血，产检发现

无胎心搏动，医生告知要立即手术，但她忍

住身心的痛苦，坚持上完夜班，大年初二早

上交完班后才到妇科做了人流手术⋯⋯得知

这种情况，科室的护士姐妹们主动放弃休

假，把她的班顶上去。整个春节大假期间，

科室护士很多都未休春节假，保证了科室的

正常运行！

这个春节，有太多感动，让我们把这

份感动延续下去，化作前进的动力，让神经

内科在2017年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老年病科住着一群特殊的老人，他

们每年都在医院过年，今年也不例外，除

夕这天，科室照常挂起了红彤彤的灯笼，

医务人员向每一位住院患者拜年、道一声

安。

今年的除夕似乎又有些不同，一大

早，科室里一位老红军的家属送来了一面

锦旗和一封感谢信，他们一直重复着“感

谢！感谢！”虽然没有过多的话语，但是

在除夕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锦旗和感谢信

无疑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也是给我们最

好的礼物。锦旗中“家一样温暖”的字样

深触碰着我们的内心。

千千万万的医务人员，一袭白衣，

守护健康。我们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我

们真的不伟大，我们只是做好本职工作，

并且尽可能做到更好，仅此而已。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患者及其家属把我们的辛

勤付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能得到他们

的肯定，我们觉得很欣慰。

老年病科  代雪君/文

2017年新年的到来，对于呼吸内科来

说，也意味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而我们呼

吸科的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则需要在这个喜

庆的日子付出更多的努力。

每年春节，我们都必须坚守岗位，

在医院里度过新年，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中，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的事。一开始护

士长也会为如何排班苦恼很长一段时间，

但看到大家互相理解和体谅，一切问题和

困难都迎刃而解了。

越临近过年，在其他科室的患者慢慢

开始减少的时候，呼吸科的患者却不减反

增。到了除夕的时候迎来了收治患者的最

大饱和度：138个患者，10多个病危，抢救

成功病危患者6次，转入重症监护室也有4

例。科室医护之间互相打气、互相帮助，

遇到困难一起解决。春节值班的张燕护士

和屈梅护士作为组长，在完成本职工作的

同时，尽心尽力帮助其他人，而其他值班

的医生护士也坚持着只要有一个人没下

班，全部人都留下来帮忙，直到所有的事

情都完成后才一起下班。

每一天的坚守都是责任

除夕夜特别的礼物领导慰问带来温暖慰藉春节，我们与平时无二

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

在奔忙中感受集体的力量

感动在平凡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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