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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张
颖 ) 备受家长期待的齐鲁晚
报邹平小记者定于4月12日正
式开班啦。由于名额有限，还
想报名的家长不要错过机会
哟。

齐鲁晚报邹平小记者活
动内容丰富，而且极具实用
性，对孩子提升素质教育有很

大的帮助，比如孩子不敢和陌
生人说话、上了初中可能还不
会自己乘坐公交车、遇到溺水
触电等紧急情况不知所措、不
懂得基本礼仪等，在这里都能
得到相应的锻炼，享受另类学
习带来的乐趣。

小记者活动全部定在周
末上午，平均每月两次，活动

前会用电话、短信、QQ提前通
知。参与小记者活动可分两种
方式，即固定和随机：固定学
生1100元/期，包括记者服、记
者证、采访本及采访笔和13次
活动；随机参与者需交100元报
名费，包括记者服、记者证、采
访本及采访笔，每次活动再交
100元活动费。

小记者名额限制：邹平全县
100名，二年级到五年级学生。

报名电话：18654388769
0543-4266151

报名地址：邹平广播电影
电视中心5008室

活动地址：邹平县青少年
综合服务中心 (黛溪街道北关
村齐明天健苑)

邹平县人民医院病房故事

3300个个小小时时的的生生死死一一““战战””
2015年3月8日。
30小时，跨时一天两夜。
在邹平县人民医院，这是一段生死攸关的生命经历，

也是一场对神经外科等多科医护人员刻骨铭心的锤炼与
洗礼。

三八妇女节

她并不快乐

3月8日，是专属于女性的节
日，这一天，她们是幸福的，快乐
的。

而邹平县魏桥镇66岁的王
大娘却午饭过后一直头疼、头
晕、恶心、呕吐，一直折磨到下午
5点20分，实在受不了，才告诉家
人，来到县人民医院，被急救中
心转到神经外科就诊。

此时王大娘神志清醒，肢体
活动正常，经CT检查发现有大
脑右额颞叶的颅内占位，但肿瘤
类型尚无法确定。接诊医师甄岩
高度警觉，立即通知科主任苗红
星会诊，为王大娘约好了第二天
一早的磁共振检查。

生死悬一线

医者勇担当

3月9日早上11点，王大娘
被送到磁共振室进行检查。磁
共振检查结果让所有医师的心

更悬了起来——— 右侧蝶骨嵴脑
膜瘤(内侧型)，4 . 5x4 . 6cm大
小，并与海绵窦、颈内动脉、视
神经、嗅神经等颅底神经关联
密切。瘤体之大、神经关联之密
切令治疗与手术难度及风险极
大，“非死即残”是这种疾病最
常见的结果。

13点50分，王大娘突然出
现神志模糊，逐渐意识障碍加
重，主管医师、护士及全科医护
人员迅速采取急救措施，苗红
星迅速组织全科医护骨干讨论
治疗方案，联系上级医院专家
远程会诊。而王大娘的家人在
知晓病情后却反对手术，并要
求转到上级医院治疗。15点03
分，王大娘已经基本丧失意识，
瞳孔对光反应消失，这预示着
脑疝已形成——— 生命危在旦
夕！必须马上手术！

作为从事神经外科专业20
多年的苗红星，深知这类手术
的风险之高、难度之大，在邹平
县乃至周边县级医院还未有开
展的先例。若保全自己、科室与
医院，和家属签字同意其转院，

王大娘在路上的后果可想而
知；若铤而走险，王大娘或许有
一线生机！源于对自己团队实
力的信任，更源于对生命强烈
的珍惜与尊重，苗红星选择了
再次与家属沟通，说明病情，说
明利害。同时，其他医师通知手
术室、麻醉科做好应急准备，联
系滨州市血站备血送血以应对
术中可能出现的大出血，联系
上级医院专家准备来院手术支
持等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因为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此
刻，一分一秒都关乎生死！

在苗红星坚毅的目光和诚
恳的言语中，17点05分，家属选
择了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

仁爱结甘果

妙术挽新生

3月9日17点45分，王大娘的
“脑膜瘤(内侧型)开颅切除术”
在天边殷红的晚霞中拉开了帷
幕。繁星点点映衬着8号手术间
明亮的无影灯光和那一双双专
注的眼睛，在沉沉的夜幕中共同
闪烁着不息的生命之光。6个小
时后，23点45分，手术顺利结束，
王大娘被推出了手术室，送入重
症监护室进行术后的严密观察
与专业治疗。

在这6个小时里，苗红星和
李磊、张月、孙成栋等医师以及
19点50分赶到的省立医院的许

尚臣专家，轮流在神经外科显
微镜下，仔仔细细地剥离每一
根脆弱的神经，小小心心地分
离每一根纤细的血管，手不能
抖，眼不能眨；这6个小时里，麻
醉师吴海燕严格控制麻醉药输
入的速度与剂量，严密观察着
监护仪上心跳、呼吸、血压、血
氧饱和度等一系列生命电波的
变化；这6个小时里，器材护士
崔秀丽一直站在主刀医师的旁
边，传刀递剪、穿针引线，密切
配合为手术争取着宝贵的时
间；巡回护士高亚楠、李晨配血
输液、内应外联，跑前跑后为手
术扬起保障之帆……术中，出
血量很少，重要的神经和血管
剥离顺利，损伤甚微；脑CT复
查 显 示 手 术 野 处 理 非 常 满
意——— 这是全县此类手术成功
的首个病例！大家的心放下了
一半，更下定决心做好术后治
疗与护理，保住这得之不易的
胜利“战果”。

经过重症监护室和神经外
科8天的精心治疗与护理，3月17
日，王大娘的病情趋于稳定，意
识已经清醒，能进行简单的言语
交流，并且肢体都能活动，没有
出现术后极易发生的肢体瘫痪。
如无特殊情况，通过有效的康复
训练，王大娘有望恢复到发病前
的健康状态。

这，无疑是最令人鼓舞的战
绩。

本报通讯员 冯春霜 袁瑞 本报记者 赵颖鑫

提升沟通管理能力
建设和谐医患关系

本报3月31日讯(通讯员 冯
春霜 袁瑞 记者 赵颖鑫 )

“数据显示，美国医院发生的严
重不良健康后果中，逾70%根源
在于沟通不畅，而不是医患人员
欠缺专业技能，在中国这一比例
更高，能达到80%。”王小丹讲师
的开场白，引起了在场的邹平县
人民医院全部中层以上管理人
员的极大关注。

这是3月31日在邹平宾馆会
议室举办的邹平县人民医院中
层干部培训会议上的开场一幕。
当今大环境下，医患关系的和谐
建设与发展不仅是事关医院发
展的专业话题，更是关系和谐社
会建设的大话题，做好医务人员
与患者的良好沟通，特别是管理
人员的团队管理水平，正是这次
培训的目的。

“在座的各位都是医院的中
层以上干部，是各科室的技术拔
尖人才，所以被提拔为管理者，
但管理知识从哪里来？减少医患
纠纷，就必须要做到了解自己的
员工、了解病人。”王小丹从理论
层面和实例分析讲解及现场互
动，让与会人员加强对沟通、管
理的认识、理解与应用。

参加培训的邹平县人民医
院200多名干部表示，这次课程
对自己的启发很大，而且理论非
常落地，方法非常实用，对于在
今后工作中更好地服务患者将
起到更有效的指导作用。

据了解，邹平县人民医院以
医院培训学校为平台，定期举办
各类培训班，强化服务意识。

S321寿济线施工交通组织方案评审会顺利召开

寿寿济济路路邹邹平平段段44月月上上旬旬施施工工
本报讯 3月25日，S321寿

济线邹平桓台界至邹平章丘界
段改建工程施工交通组织方案
评审会在邹平县公路局顺利召
开。滨州市交警支队，邹平县交
警大队，滨州市公路管理局及下
属工程科、路政支队，寿济路邹
平段改建指挥部，邹平县公路管

理局等单位代表组成的专家评
审团参加了此次评审会。

为了保证改建工程施工交
通组织方案的可行性，由各单位
代表组成的专家团在听取了施
工单位做的施工交通组织方案
报告后，针对施工段交通布控方
案、保安全、保畅通具体分流措

施、应急预案及突发事故处理等
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要求，强调要
切实确保通行安全、自身安全以
及工程质量安全，并对施工方案
提出了建设性、指导性意见。

S321(寿济线)是横贯山东
省中部较发达地区的一条交通
主干道，连接潍坊、淄博、滨州、

济南等四市，是国省道干线公路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改建项
目为S321滨州段，位于山东省滨
州市邹平县境内，是邹平县唯一
一条东西向省道干线公路。本项
目总体计划2015年4月上旬开始
进行工程施工，2016年9月30日
全部完工。 (李曼)

邹平公路局对全线路基路面、桥梁以及绿化进行全面调查

徒徒步步路路况况巡巡查查，，助助力力““畅畅安安舒舒美美””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辖区内

干线公路的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工
作，保证安全畅通，同时掌握路况动
态，为迎2015年全国干线公路养护大
检查及“畅安舒美山东路”创建工作
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近日，邹平公
路局路政人员对全线路基路面、桥
梁以及绿化进行了全面徒步调查。

此次徒步巡查以公路站为单
位，每一站为一组，组内测量、记录、
取证分工明确，并携带相关检测工
具，采用目测和仪器检测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全面徒步勘查。各小组根
据任务分工，对路面裂缝、下沉处、
护坡、桥涵结构物、排水防护等病害
处和交通安全设施进行拉网式徒步

巡查。此次路况调查严格按照《滨州
市2015年全国干线公路养护检查工
作标准实施细则》(试行)相关要求，
对道路病害类型、尺寸、桩号等信息
现场测量，拍照并详细记录，同时对
各类病害进行整理、归档，为2015年
度养护工作、创建“畅安舒美山东
路”及迎国检提供科学详细的原始
数据支撑。

下阶段，该局将集中力量做好
道路预防性养护、日常养护等工作，
加强公路绿化，边沟清理、排水设施
养护等工作，为行车提供更安全舒
适的环境，也为迎接“国检”、“畅安
舒美山东路”创建工作做好充分准
备。 (李曼) 邹平公路局路政人员正在检查路面。

邹平县公路局
关爱孤寡老人

本报讯 3月26日，为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学习雷
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
服务精神，帮扶困难群体，邹平县
公路局组织青年干部组成“学雷
锋·树新风”志愿服务队，来到了
侯家敬老院。

志愿服务队为老人带来了牛
奶、脑白金、黄金搭档等营养品，在
为老人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后，和
他们聊天、谈心，询问他们的生活
状况，关心他们的生活需要，倾听
他们的心声，还为老人按摩、剪指
甲。志愿服务队陪伴老人们度过了
一个愉快的下午。 (孙鹏 李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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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省道S321寿济
路邹平桓台界至邹平章丘界
(邹平段)改建工程安全、顺利
地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决
定对寿济路邹平段进行半封
闭施工，部分区域全封施工。
具体通告如下：

2015年3月31日晚8时起
至2016年9月30日，对寿济路
邹平段进行半封闭施工，部
分区域全封闭施工。请过往
车辆绕行G20青银高速。

请过往车辆按交通诱导
牌提前绕行。施工给您带来
不便，敬请谅解！

邹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邹平县公路管理局

2015年3月31日

施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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