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拿冰毯冰帽给病人物
理降温，给予4℃生理盐水静
滴。”这是7月22日发生在世博高
新医院急诊科的一幕，一名体温
高达42摄氏度的热射病患者被
紧急送到医院。经过10个小时的
紧急救治，终于将这名深度昏迷
的患者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本报记者 罗静
通讯员 孙仁渊

突然接到急救电话

休班医生立马赶到

7月22日，中午12时50分左
右，淄博市120急救指挥中心接
到求助电话。“一名务工人员昏
迷在了路边，赶紧派救护人员过
来。”十分钟后，接受急救调派任
务的120救护车载着已昏迷的病
人到达了世博高新医院急诊科。
与此同时到达的还有急诊科主
任王晓。“当天我是休班的。中午
我吃完饭正准备看会儿书休息
呢，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有
一名病危的热射病患者。”听到
这个消息后，王晓拿起随身包就
跑出门了。原来半小时的车程，
他用了二十分钟就到达了。

到达急诊科后，王晓发现病
人体温测量高达42摄氏度。因体
温过高，病人已陷入深度昏迷，
牙关紧闭，四肢抽搐不止，大便
失禁。左后肩膀还有一片严重皮
肤烫伤。“患者病情非常危重，高
热不仅导致患者深度昏迷、抽风
等表面病症，还导致患者心、肺、
肝、肾等多器官功能遭受了损

伤。”王晓说道。
“该患者属于医院“三无”急

诊病人，是一工地雇佣的劳务市
场工人。中午下班后，在返回的
途中，一名工友发现该患者昏迷
躺在地上并拨打了急救电话。当
时情况紧急，暂无法查明病人身
份信息。”但世博高新医院院级
领导高度重视，并下达全力救治
患者的指令。

在王晓主任的带领下，医护
人员立马对病人进行了物理降
温、4℃生理盐水静滴、酒精擦
浴、应用冰毯冰帽等一系列降温
措施。“必须先把温度降下来，否
则病人一直这样高烧下去，医护
人员就回天乏力了。”在给患者
进行物理降温的同时，化验各项
血液指标提示患者肝肾功能严
重受损，合并吸入性肺炎。世博
高新医院急诊科制定了详细的
治疗计划，积极静脉补液、防止
各脏器功能继续恶化，重点对患
者采取脑保护治疗等措施。“俗
话说烧坏脑子嘛，高温会对人
脑、内脏器官造成严重损伤。所
以在降温的同时，还要保护患者
的心、脑、肝、肾等重要器官。”王
晓说道。

10小时生死时速终救回

医生20时才吃上晚饭

在此后的十个小时中，世博
高新医院急诊科的工作人员一
直处在高速运转的状态。急诊科
2名医生、4名护士全都投入到了
对这名患者的救治当中。“我们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和人力，只要
有一丝救回该病患的希望，我们

就不放弃。”王晓主任说道。在这
种信念的支持下，医生时刻关注
病患的病情发展并随时做出相
应的治疗举措。四名护士也各司
其职，有的按照医生的医嘱，一
点一点给病人用药；有的不断给
病人擦拭皮肤，帮助患者降温；
还有的负责观察病人病情，并做
好相关的抢救记录。

由于病人昏迷导致大便失
禁，护理人员不怕麻烦、不怕
脏，精心护理。“每次患者大便
失禁后，我们都用纱布沾温水
给病人擦拭身体，并将其身下
的床单、床罩都统一换掉。由于
这位患者是成年男子，体重在
150斤左右，一个人搬不动，需
要两人一组把病人身体侧到一
边抽出床单床罩，再用同样的
方式把新的床单床罩铺到患者
身下。”据了解，从中午到第二
天早上，护理人员先后十几次
为患者处理大小便。

直到当天晚上20时左右，

看着病患生命体征逐渐稳定，
这时王晓主任才有空吃晚饭。

“当时过了饭点了，我去楼下餐
厅随便扒拉了两口吃的，就回
到急诊了。就怕患者病情有反
复，我能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救
他。”

当晚21时左右，白天值班
参与救治，傍晚已下班的护士
姚升萍又从家里赶到医院，特
意问问热射病患者的情况。“我
家离医院也不算远。吃完晚饭
后，心里一直还担心这名病人。
我就特别回医院一趟问问他的
情况。看了看他，身体状况已比
较稳定了，比白天好多了。我也
就放心了。”

当晚23时左右，患者意识
逐渐恢复了清醒。此时，所有医
护人员的心才算完全放了下
来。据悉，在没有家属的情况
下，医院为患者先期垫付了1万
余元的抢救费。后来，患者工地
的负责人得到消息后为患者缴

纳了相关费用。

高温致部分疾病高发

特殊人群需注意

入伏之后，天气越来越热，
汗流不止的背后是非常危险
的，尤其是心脑血管患者。有数
据显示，心脑血管急诊病例在
高温时节时有发生。高温天气
下，心脑血管患者晨练不要太
早，饮食不要太油，回头不要
猛。夏季，人体容易出现血容量
不足和血液粘稠度高的情况。
而颈动脉狭窄、斑块已成为心
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原因。
一旦颈动脉内不稳定的斑块

“受刺激”脱落，会给心脑血管
带来重创，引发心梗、脑梗，甚
至可能威胁生命。此外还要补
足充足水分。

夏天气温高，食物很容易
变质，人们吃了变质的食物，胃
肠就会抗议。此外，由于高温，
脾胃功能变弱，一些市民不好
好吃饭，水果、冷饮当饭，正餐
不吃，夜宵狂吃，这些不良饮食
习惯都可能诱发急性胃肠炎。
此外，青壮年要特别注意病毒
感染后引发的病毒性心肌炎，
老年人应警惕由此引发的心肌
梗死和脑梗。

医生建议，高温天气要多
喝点汤，例如绿豆汤、丝瓜汤
等，不建议直接立即吃刚从冰
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慢性病人、
老年人不要直接吹空调。尤其
喜欢运动的人、工地务工人员、
外卖小哥和大车司机等要格外
注意高温天气，预防中暑。

世博高新医院上演生死抢救10小时

体体温温4422℃℃热热射射病病患患者者终终被被救救回回

医护人员正在护理热射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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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5日讯(记者 胡明)
25日，淄博市纪委检察局新闻

发布会暨第八次市委监察局开
放日活动举行，会上通报了2017
年上半年淄博市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情况。

据悉，今年1-6月，淄博市
纪检监察机关接到信访举报
1317件次，同比下降4 . 8%，处置
问题线索 7 9 4 件，同比增长
28 . 3%，自办案件393件，同比增
长32 . 3%，1-6月，经初步核实或

谈话函询后给予组织处理的
187人，同比增长405%，经立案
审查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给予
组织处理的41人。

淄博市纪检监察机关1-6
月查处落实“两个责任”不力问
题57个，问责党组织16个，处理
党员领导干部56人，其中纪律
处分6人，组织处理50人。同时
突出了重点领域的行政问责，
紧盯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领
域，对党员干部履职不当、失职

失责问题严肃问责追究，1-6
月，问责党员干部41人，其中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8人。对为官不
为、懒政怠政行为严肃问责，问
责党员干部63人，其中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22人。

而对于整治和查处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1-6月，
淄博市共查处问题91起，处理103
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93人，组
织处理10人，市纪委分7批通报
曝光典型案件39起、涉及42人。

本报讯 日前，CFDA发布
《关于修订全身用氟喹诺酮类药
品说明书的公告(2017年第79号)》
(下称《公告》)，对全身用氟喹诺
酮类药品说明书增加黑框警告，
并新增了10项不良反应。由此，
在氟喹诺酮类药品的副作用问
题被临床重视的同时，不良反应
低、安全有效的同类产品将加速
上量。

《公告》发布之后，医生在处
方过程中将会为患者寻找更为
安全有效的产品。其中，治疗肠
道感染和泌尿道感染的常用药
物——— 新华制药的“吡哌酸片”
就引起了医生与患者的关注。吡
哌酸是第二代喹诺酮类抗菌药，

为新华制药最早于1981年国内
首家上市生产。该产品是目前不
含“氟”的喹诺酮类产品，有着突
出的特点。首先，该产品安全性
高。吡哌酸的常见不良反应为消
化道反应，但由于其结构中不含
氟原子，不易通过血脑屏障，所
以相比之下，该产品对中枢神经
系统、软骨组织的毒性比氟哌酸
等含氟喹诺酮抗菌药要低，不良
反应少见，也没有第三代氟喹诺
酮类临床所见的光敏反应。同时
吡哌酸与许多抗菌药物间无交
叉耐药性，抗菌谱较广；其在体
内几乎不代谢，毒性低，副作用
小。到目前为止，经30多年的临
床验证，吡哌酸片未见严重不良

反应。其次，该产品疗效确切，对
肠道、尿道感染专属性强。

实际上，不含“氟”的优势，
早已让新华吡哌酸片获得各界
的认可。该产品曾一举斩获全国
首届“百病克星”大赛银奖、国家
质量奖银质奖等奖项。同时，在
国家《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
理目录》中，吡哌酸片被列入非
限制使用类别。另值得一提的
是，目前新华吡哌酸片为国家医
保甲类产品，并在山东省等10多
个省市进入增补基药目录。

已拥有74年厚重底蕴的新
华制药，凭借强大的企业实力与
品牌影响力，为吡哌酸片进一步
上量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淄博通报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情况，187人被组织处理

2222人人为为官官不不为为受受党党纪纪政政纪纪处处分分

抗菌不含氟，新华制药经典产品吡哌酸片获业内认可

严严格格药药物物管管理理，，做做质质优优价价廉廉好好药药

25日，中南汽贸4s店为金尚
蒂美团队举行了交车仪式，金
尚蒂美共订购昌河Q25汽车100
辆，此次为首批21位车主颁发
了钥匙。活动现场异常火爆，舞
蹈、歌手的精彩表演更是将交
车活动推向高潮。

昌河Q25是昌河汽车品牌
旗下的首款SUV产品，传承昌
河军工品质和铃木生产技术，
同时还融合了国际品牌豪华车
型的潮流设计风格，是汽车制
造业中不折不扣的“集大成
者”。昌河Q25在安全上同样用

武装到牙齿的配置，全面呵护
驾乘者的出行。秉承航空级安
全理念，昌河Q25采用同级车中
领先的主动预防科技，将安全
隐患“拒之门外”，采用高强度

“环状”安全车身，全方位保护
驾乘者的人身安全。此外，博世
9 .0版ABS EBD、BA制动力辅助
系统、高强度环状安全车身、六
安全气囊、BOS刹车优先系统、
高标准车身制造工艺、疲劳驾
驶提醒等这些同级车型中罕见
的安全配置，为车主提供“七星
级驾乘安全”。

近日，第五届“任你游免费
搬”于淄博银座五里桥店开启
了第一轮抽奖，银座集团，品牌
代表及媒体同仁等多位嘉宾出
席，共同见证了本次仪式的华
丽启幕。

“任你游 免费搬”活动是
银座举办的集休闲、娱乐、文
化、商业为一体的大型年度文
化性促销，具备银座特有的企
业文化和品牌效应，在不断提
升银座服务水平及品牌形象同
时，力求给广大客户带来全新
理念和体验。当日现场，除了激

动人心的抽奖环节，银座也精
心为淄博的消费者准备了一场
艺术盛会。

本届“任你游 免费搬”活
动从5月18日开始，至11月22日
结束，跨时近7个月。活动期间，
消费者持会员卡在银座超市累
计购物满500元(统一银座除
外)，即可凭会员系统自动兑换
的抽奖券有机会赢得“俄罗斯/
柬埔寨/迪拜出国游(100名)、超
市商品免费搬(100名)、超市快
乐淘宝(800名)、精美礼品(60万
名)”等大奖，活动力度空前。

淄淄博博中中南南汽汽贸贸举举行行盛盛大大交交车车仪仪式式

第第五五届届银银座座““任任你你游游 免免费费搬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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