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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开始筹建，2016年
12月29日正式成立，兖矿总医
院心脏重症监护科建科刚5个
月，成长速度却有目共睹。作
为心脏中心的重要组成科室，
CICU的主要职能是针对心血
管疾病患者的重症监护病房，
也是医院集中监护和救治心
脏系统及内科急危重症患者
的重点专科科室。

多功能心电图机、机械排
痰仪、除颤仪、进口多功能呼
吸机、纤维支气管镜、血液净

化仪，以及气管插管和经皮气
管切开的一整套医疗器械，还
专门配置了目前国际先进水
平的Arrow主动脉球囊反搏
器、全功能监护仪也配有国内
先进的CO模块、PICCO模块、
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模块，能
为急危重患者抢救提供准确
的血流动力学依据，提高及为
重患者抢救成功率。

除了先进的医疗设备，
CICU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也十
分出色。20名精干的医务人

员，包括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
医师2人、主管护师2人，并与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达
成合作，针对心血管疾病的重
症患者，阜外的专家每周来兖
矿总医院CICU进行定期查
房，并对医护人员进行技术指
导。

作为邹城地区第一家心
脏重症监护科，兖矿总医院
CICU的发展速度十分喜人，
通过有效的干预措施为心脏
系统及内科急危重症患者提
供规范、高质量的生命支持，
得到越来越多的兖矿职工以
及邹城市民的认可。

兖矿总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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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鸿儒 通讯员 李纲 桑凌云

心脏重症监护科，简称CICU，对于兖矿总医院来说，这个成立不到半年的科室，走出了重症
监护病种细分的第一步。而对于CICU主任郑鹏来说，这个科室倾注了他无数的心血，也让他的
梦想一步一步走进了现实。

郑鹏，41岁，1999年10月大
学毕业进入兖矿总医院心内
科，目前担任该院心脏重症监
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2013年8月-2015年9月，加
入山东省第23批援助坦桑尼亚
医疗队达累斯萨拉姆分队，在
坦桑尼亚莫西比利国家医院
心脏中心ICU工作。援坦期间
在心脏介入术取得较大突破，
并与多国医疗团队进行交流，
获得探访及其他国家医疗工
作者的高度评价。

工作之余，郑鹏完成著作
2部，在省级医学刊物发表论
文2篇，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1
篇，获得济宁市科技进步三等

奖及山东省心功能协会三等
奖。曾获济宁市卫生先进个
人、邹城市十佳医生、兖矿最
美天使和感动兖矿人物荣誉
称号。

援援非非两两年年，，坚坚定定了了建建设设CCIICCUU的的决决心心

1999年进入兖矿总医院
心内科，从住院医师、主治医
师到副主任医师，郑鹏的从医
历程，一直坚守在心脏疾病治
疗的一线。

2013年，已经是副主任医
师的郑鹏接受了山东省第23
批援助坦桑尼亚医疗队的任
务，踏上了那片在他生命中留

下了深刻印记的非洲大地。在
坦桑尼亚期间，郑鹏的主要战
场，就是坦桑尼亚的莫西比利
国家医院(Muhimbili National
Hospital)心脏中心监护室。也
正是在这里的的经历，让他找
到了自己梦想实现的方向。

莫西比利国家医院是坦
桑尼亚最大的医院，驻扎着

美、德、日等各国的医疗人员。
在这里的两年，他克服了语言
障碍，两年诊治病人千余人
次，转入心内科之后，协助坦
桑尼亚完成国内首例心脏起
搏器植入和冠状动脉造影，并
培训心脏介入医生3名。

虽然在坦桑尼亚的条件十
分艰苦，郑鹏也经历了登革热流
行，多次感染疟疾、伤寒，但这段
经历却让他看清了自己心中的
梦想——— 心脏重症监护治疗。

朝朝气气蓬蓬勃勃，，建建科科不不足足半半年年飞飞速速成成长长

心脏监护科。

葛明星医师

兖矿总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科

副主任郑鹏。

本报济宁5月25日讯(记者
李倩 康宇 通讯员 程

云) 弘扬无偿献血，共建文
明城市。即日起，本报联合济
宁市中心血站开展寻找身边
的“红雷锋”公益活动，征集无
偿献血领域精彩故事，展现无
偿献血志愿者和团体风采。

无偿献血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如果您身边
有热爱公益事业，累计献血

量在3000毫升以上；与人为
善，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

“红雷锋”，可以推荐给我们；
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可以
拿起手机、相机，记录那瞬间
的感动。征集内容以无偿献
血为主题，充分体现“捐血助
人，为生命加油”的人道、奉
献、博爱精神。内容分为：“血
站服务篇”，凸显采供血工作
环境、以血液工作者为主；

“团体捐献篇”，以各类社会
团体参与无偿献血为主；“社
会献血篇”，以广大爱心人士
自愿献血为主；“临床用血

篇”，以医院临床用血为主；
“志愿风采篇”，以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活动为主。

关注“济宁卫生计生”微
信公众号，将献血故事、图片
发送后台，也可以发送至邮
箱qlwb001@163 .com。

弘弘扬扬无无偿偿献献血血，，共共建建文文明明城城市市
本报联合济宁市中心血站寻找身边的“红雷锋”

5月23日，济宁市公安局
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广大民
警们在献血车前庄严宣誓：
自愿加入志愿者队伍，奉献
热血、奉献爱心。

已经是第7次参加献血
的张作志一边献血，一边微
笑着说：“无偿献血是利人利
已 的 好 事 ，我 每 年 都 献 一
次”。女警张霞虽然体重比较
轻，但也勇敢地伸出她那纤
细的手臂献血。“无偿献血是
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作为

人民警察更要发扬无私奉献
的精神，推进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献血义
不容辞。”

此次献血历经3个多小

时，68名民警成功奉献热血，
共计献血19600余毫升。参与
献血的民警始终保持良好的
警容风貌，时时处处体现着警
察特有的气质和奉献精神。

本报济宁5月25日讯
(记者 康宇 通讯员
刘道伦 ) 5月24日，微山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共青团微山县委、县扶
贫办联合启动“金晖助
老”——— 青春扶贫志愿
者行动，共招募1 2 0名青
年志愿者，为全县60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中6 5岁
以 上 不 集 中 供 养 的 留
守、失独贫困老年人提
供志愿服务。

组织全县青年志愿
者组织“金晖助老”———
青春扶贫志愿者行动以
协助解决农村贫困老年
人实际问题为目标，按
照目标群体明确、青年
志愿者主动作为、服务
内容贴合实际的要求，
聚焦老人健康、依存、家
居、心理等普遍性需求，
为贫困老人送去健康和

温暖。
“金晖助老”——— 青

春扶贫志愿者行动以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中6 5岁
以上、不集中供养的留
守、失独贫困老年人为重
点目标群体，精准确定帮
扶对象；按照服务时间有
保证、对老年人有爱心、
志愿服务有经验等要求，
按照1 : 2比例高标准选拔
青年志愿者，并为志愿者
提供必要的交通、保险等
基本保障；及时了解结
对帮扶老人情况，发动、
组织志愿者每月1—2次
到 老 人 家 中 当 一 天 儿
女，扎实开展“拉一次家
常、整理一次家务、清理
一次个人卫生、维修一
次家电、送一件过冬用
品、提供一次医疗健康
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六
个一”助老志愿服务；卫
生、扶贫、团委部门各司
其职，共同发力，确保“金
晖助老”——— 青春扶贫志
愿者行动取得实效，为打
赢全县脱贫攻坚战作出
积极贡献。

微山县启动“金晖助老”志愿者行动

失失独独贫贫困困老老人人有有了了依依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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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雷锋”故事

6688名名公公安安民民警警
挽挽袖袖献献爱爱心心

公安干警正在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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