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保障医
院职工安全减少和预防工作中
接触精神障碍患者时受伤，近
日，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护理
部组织医护药技工作人员进行
暴力防范理论和技能培训。

培训由中心暴力防范培训
小组成员为工作人员阐述在与
精神障碍患者接触时易发生各
种危险状况，并对危险事件发
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根据相关
案例讲解防范暴力伤害的理论
知识和防范技巧。还进行了现
场脱身和控制两种技术的分步
讲解和动作演示，活动收到了
良好的培训效果。(郭希 孔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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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打击非法医疗美容行动开展已一年有余

33家家单单位位因因违违法法被被立立案案处处罚罚
本报讯 为巩固2017年5

月至今开展的打击非法医疗美
容专项行动成果，深入打击非
法医疗美容行为，规范全市医
疗美容市场，淄博市卫生计生
监督执法局联合张店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综合监督执法局，于
近日在山东理工大学开展了打
击非法医疗美容“春蕾行动”宣
传进校园活动。

宣传活动由卫生计生监督
员和医疗美容机构的卫生技术
人员成立志愿者宣传队伍，通过
在校园内悬挂横幅、设置展板、
发放宣传材料、现场专家讲解等
形式让大学生这个新时代爱美
主力军，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生

活美容”、“什么是医疗美容”、
“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有什么不
同”、“如何辨识非法医疗美容场
所及非法医疗美容行为”，不被
虚假广告、熟人介绍、免费体验
所迷惑。本次活动还倡议在校大
学生与卫生监督人员一起争做

“春蕾行动最美宣传员”，活动现
场有200多名大学生踊跃报名并
在展板上签名。

据悉，淄博自2017年5月开
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整治
活动以来，市卫生计生监督执
法局会同区县卫生计生监督机
构，对全市589家医疗机构、15
家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医疗机
构及863家从事生活美容机构

进行了监督检查，对3家非法开
展医疗美容的单位进行立案处
罚，罚款金额1 . 15万元，没收注
射针剂、手术器械等95件。对
285家医疗机构和400余家开展
生活美容的场所下达卫生监督
意见书。4月份以来在全市开展
的以“认清非法医疗美容，擦亮
爱美双眼”为主题的打击非法
医疗美容“春蕾行动”，是继
2017年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
行动的延续，为全市净化医疗
美容市场，规范医疗美容行为，
促进医疗美容产业规范健康有
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朱丽华)

近日，淄博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在市博物馆广场联合举行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宣传周启动仪式。淄博市区12家医疗机构60余
名专家参加义诊及宣传活动，悬挂宣传横幅8条、制作宣传图板32
块、张贴宣传海报(画)80多张、发放宣传材料1500多份。（孙茂倬）

本报讯 近日，淄博市精
神卫生中心护理部计划对院内
护士长进行系列培训考核活
动，培训内容涉及护士长领导
技能、管理技能、专业管理技能
等内容。

护士长是病区带头人，需
要率先掌握专科医疗护理新业
务、新技术，具备病区人力资源
管理、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管理
等管理能力。中心护理部将为
护士长提供业务管理与发展的
良好平台与资源，培养建立护
理团队文化，力争建设一支高
效的护理队伍以推进医院健康
发展。 (郭希 孔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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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护士长
考核培训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中
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知识，提
高人民群众中医养生保健素
养。近日，市精神卫生中心在淄
川正承广场举办了以“中医健
康你我他”为主题的中医中药
中国行义诊活动。

此次活动，不但加强了中
医药的宣传，还进一步倡导了
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让百
姓真正感受到中医药健康服务

“简、便、验、廉”的特色和优势，
引导百姓自觉培养健康生活习
惯和精神追求，使中医药惠及
千家万户。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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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第
二人民医院组织全体党员到和
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参观学
习，加强党性教育，坚定党员理
想信念。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全
体党员对照检查，找出了自
己的问题和不足，逐条剖析
产生的原因并进行整改，实
现自我修复。纷纷表示在今
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坚定理
想信念、增强法纪观念、强化
底线思维，坚持律己奉公，永
葆共产党员勤政为民的政治
本色。

(郭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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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党员到
和平街道参观学习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
第二人民医院暨淄博口腔医
院召开党支部书记领导班子
廉政谈话。

会上，各分管领导分别
对自己的分管工作情况作出
详细的陈述，并指出了存在
的 不 足 及 对 以 后 工 作 的 打
算。通过此次廉政谈话，进一
步增强了大家廉洁从业的意
识，为医院党员干部打上一
支拒腐防变的“预防针”，为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推动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张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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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消化系统疾病患者
注意了！7月11日(本周三)解放
军第302医院专家杜宁主任，将
来到世博高新医院坐诊，肝病
消化疾病患者可提前预约。

据了解，作为家门口的北
京大医院，世博高新医院与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签约
合作，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医院技术协作医院”，为了

让淄博的肝病、消化系统疾病
患者，能享受到全国最先进的
医疗技术和服务，解放军第302
医院长期派专家到世博高新医
院坐诊，让淄博患者在家门口
就能看北京专家。

杜宁，解放军第302医院
中西医结合肝病诊疗与研究
中心副主任医师，中国民族
医药学会传染病分会常务理

事，中国医师学会肝病委员
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
感染病学会委员。毕业于北
京中医 药 大 学中医 临 床 专
业，后获得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结合医学硕士学位。
先后在解放军总医院消化内
科、北京人民医院急诊科、解
放军309医院 ICU进修学习，
临 床 工 作 经 验 丰 富 。曾 经

2 0 1 3年代表我军参加“和谐
使命-2013”，到访亚洲和非洲
11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国际医疗
服务任务，2014年和2015年先
后两次前往西非塞拉利昂执
行埃博拉防疫和诊治任务，
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
个人三等功两次。主要从事
中西医结合肝病工作二十多
年，在病毒性肝炎、肝炎肝硬

化、药物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
病、酒精性肝病、脂肪肝、原发
性肝癌等方面有较丰富的治疗
经验，尤其擅长慢性丙型肝炎
的最新抗病毒治疗方案、中西
医结合治疗慢性肝病的临证用
药，参加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研究工作，已发表医学
论文 3 0余篇，主编专著 2部，
参编专著6部。

近日，一名患者家属手持
“医者仁心 大医精诚”的锦旗
送到了世博高新医院急诊科，感
谢医护人员的救命之恩。“要不
是咱世博高新医院的医生，我家
人很可能就去了。谢谢你们。”

原来事情还要追溯到6月12
日。这天下午14:56分，世博高新
医院急救站接到淄博市医疗急
救指挥中心的通知。“高新区卫
固镇卫固村蔬菜基地一南北小
路上，发现一名倒地的中年男
子，请求医疗救助。”急诊科副主
任王晓立马带领医护人员出诊。

到达现场后，王晓看到患者
躺在地上。“患者脖子喉结以下
正中间有一道10公分长的划痕，
痕迹很细，有轻微出血。患者有
点胖，划痕被挤在一块，如果不
仔细看，就会误以为是表皮划
破。”王晓说道，“我又仔细观察

下，发现患者鼻子呼吸微弱，可
能呼吸道这一条线有漏气的地
方，我怀疑气管可能割破了。于
是，我把手放到患者脖子上的划
痕上，就感觉到了气流。由此判
断，患者确实是割破气管了。”

王晓立马给患者使用无菌
辅料覆盖伤口，防止出血加剧引
起窒息。并给予患者颈部固定，
保持患者上呼吸道通畅。据王晓
副主任介绍，气管破裂是非常危
急的，如果不及时止血救治，病
人很可能窒息死亡。割喉伤救治
最主要的就是防止血液呛入气
管，导致窒息死亡。情况危急时，
为了挽救生命，就需要紧急建立
高级人工气道！

随后，医护人员又把患者抬
上救护车，飞速奔向抢救室。到
达世博高新医院急诊抢救室后，
由王明山主任主刀从伤口处为

患者植入了7 . 5毫米的气管切开
插管。“这个气管切开插管是类
似于数字7的弯弧形。插管后，患
者的血液就不会呛入气管导致
窒息了。”王晓说道，随后医护人
员又对患者进行了清创、缝合，
从接到通知出诊到插入气管缝
合伤口，用时不到半小时。此后，
患者被转入重症监护室观察。

等病情稳定下来，医护人员
就给患者拔了气管。经过20天的
治疗后，患者伤口已愈合。出院
不久，患者家属就送来了一面
锦旗。此后，医护人员才了解
到，事发当天，患者自己在五六
米宽的路上骑车。路边正好有
晒粮食的，拉了一根防止车辆
压到粮食的绳子。不知怎么回
事，患者就不小心歪倒在路边
的绳子上了，这才有了后续这
一系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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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来来横横祸祸 路路上上骑骑车车被被““割割喉喉””
世博高新医院上演生死时速挽救患者生命

医生简介

王晓，世博高新医院急诊
科副主任，主治医师，从事神经
内科临床工作近10年，擅长眩
晕及脑血管疾病的诊治，对各
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肌病等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从事急诊、
院前急救工作8年，可以独立熟

练开展各种气道开放技术等。
自2010年-2013年连续4年获得

“淄博市院前急救工作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2017年获得淄博
市高新区医疗急救技能大赛一
等奖。现为淄博市医学会急诊
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淄博市
医学会院前急救医学专业委员
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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