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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商河

2020年，商河县卫生健康工作这么干

孟庆利说，2020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十三五”规划
目标、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
官之年，当前又处在疫情防控攻
坚战的关键时期，全县卫健系统

广大党员干部在这场大战、大考
中，考出了政治意识，考出了治理
水平，考出了统筹能力，考出了克
难本领，考出了斗争精神。

“在新的起点上，全县卫生健
康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在全
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攻坚战
的同时，聚焦主责主业，强化工作
措施，狠抓任务落实，强力推进各
项重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他强调，全县卫生健康系统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围绕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不断完善健康保
障措施，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维护
人民身体健康，做好群众健康守

门人。
孟庆利表示，工作中要解放

思想抓落实。思想解放的程度有
多深，化危为机的动力就有多强，
改革发展的潜力就有多大。面对
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要追求符合
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好速度”“加速
度”，要坚决摒弃“等靠要”思想，特
别是发展落后的单位，更要穷则思
变。要统筹兼顾，全力抓好全年卫
生健康重点工作任务落实。

会议要求，一方面关口前移，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涉疫场所
和医疗机构安全管理，坚决阻断
疫情传播。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
员，贯彻落实好各项保障措施，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另一方面持续抓好党的建

设、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卫生
创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基层卫
生、公共卫生服务、智慧医疗、康
养产业、健康扶贫、招才引智、招
商引资、舆论宣传等18个方面的
重点工作。

要坚持全县“一盘棋”，坚决
服从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
度，凝心聚力，抢抓机遇，不仅要
做好“必答题”，还要始终多想一
步，棋快一招，答好“思考题”“附
加题”，善解“无解之解”，善答“无
问之答”。

要负重加压，主动靠前，立长
远、打基础、出实招、用实劲、求实
效，关键是要坚持考核引导在前，
考出压力、核出动力，真正变“要
我干”为“我要干”，变“推着干”为

“争着干”,采取超常规举措，迅速
行动起来。从现在开始，分分秒秒
不耽搁，样样事情想争先，时时刻
刻谋发展，以作风建设的新实践、
新成效，冲锋在前，全面夺取疫情
防控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双胜
利。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
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奋
斗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
己。”会议最后，孟庆利借用这两
句话与全县卫健系统干部职工共
勉。会上，各医疗卫生单位就2020
年重点工作打算分别做了简要汇
报。局领导班子成员，全县各医疗
卫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局机关各
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通讯员 吴如明 徐迎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魏玮

回顾这个
与死神赛跑的28分钟！

3月19日下午，接到120急救
中心电话，一位胸痛患者呼救。商
河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张若飞
等医护人员，立即携带急救药品
和设备赶往患者家中。

14：56，急救人员到达患者家
中。

心电图是反映患者心脏状况
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张若飞迅速
将检查结果传到胸痛中心微信群
里，时间是14：58。

24小时待命的胸痛中心值班
医生迅速对病情做出判断，并给
出诊疗意见：“急性前壁心肌梗
死，排除禁忌证，口服一包药（替
格 瑞 洛 1 8 0 m g + 阿 司 匹 林
300mg），可行急诊PCI（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此时是14：59，

远程会诊，仅用了一分钟。
长期的密切配合，让不同科

室的医护人员之间早已形成了一
种默契，用最简洁的话传递信息，
也是和时间赛跑、抢救生命的一
种手段。

15：00，张若飞让患者服下药
物。县人民医院导管室同步启动，
做好一切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患者
开通血管。

一路疾驰，随着救护车的鸣
笛声越来越近，15:15，患者被紧
急送入医院。急救人员绕行急诊
科和CCU，用平车推着患者直奔
位于住院部的导管室。由于一路
推着平车狂奔，到达导管室后，张
若飞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喘着气
看时间，15：19。至此，院前急救任
务完成。

15：25，院前、院内无缝对接。
导管室外，医生开始和家属谈话，
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术前准备
就绪。

经进一步检查显示，患者冠
脉前支近段100%闭塞，介入医生

赵长胜、卢淑霞在副院长庞曰同
的指导下，迅速为患者进行急诊
PCI手术。15：43，病变血管开通。
患者症状明显减轻，生命体征平
稳。

在院前急救的同时，院内胸
痛中心治疗团队已全部到位，一
切准备工作就绪。患者到院后绕
行急诊科和CCU（心内科重症监
护室），直接送入导管室进行介入
治疗。从患者进入医院到疏通血
管，仅用了28分钟。

据了解，医学上将心梗患者
从进入医院大门到球囊扩张恢复
冠脉血流的时间称为“门球时
间”，国际约定“门球时间”为90分
钟。对于急性心梗患者来说，时间
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自2019年成功创建国家级
（基层板）胸痛中心以来，商河县
人民医院从细节着手，不断改进和
完善急性心梗患者救治流程，加强

“双绕行”，不断突破“门球时间”极
限，极大地提升了抢救成功率，有
力地保障了患者的生命健康。

自3月23日起，商河县中医医
院治未病科开始协助社区对所管
辖区域的老年人进行健康体检。
疫情期间，为尽量减少体检人员
密度和集聚性，实行进一人出一
人，间隔一米自觉排队，必须戴口
罩入内的制度。除了每天固定的
健康入职体检和驾驶员体检之
外，近期新增老年人免费体检项
目。每天定量体检20余名老年人，
主要检查多发性老年病和常见的
心脑血管方面疾病。

每天早上8点上班的社区医

务人员给老年人登记、建本、发体
检号，凭号进入健康体检中心。商
河县中医医院为老年人量身定制
了一系列常规项目，包括一般检
查的身高、体重、血压、体重指数、
血常规（血细胞分析五分类）22
项、尿常规+沉渣、肝功能、小肾
功、内科检查、腹部超声、十二导
联心电图等。

商河县中医医院工作人员谈
到，一般在65岁以后就应该半年
做一次体检了，年纪大了之后，人
的身体经常会出现问题，一旦错

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会造成难
以挽回的后果，因此老年人及家
人应提高疾病的预防意识，定期
体检。

注重健康体检，享受美好人
生。作为一个身体和精力都比较
弱的特殊群体，老年人定期体检
是非常有必要的。老年人体检的
重要性，在于它能有效地预防疾
病的发生，达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干预的目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刘美森

3月 2 1日下午，
2020年商河县卫生健
康重点工作会议召
开。深化上级要求，全
面落实全县重点工作
推进大会会议精神，
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
记、局长孟庆利安排
部署2020年全县卫生
健康重点工作。

28分钟“门球时间”跑赢死神！

注重健康体检，享受美好人生
——— 商河县中医医院老年体检开始了

3月19日，商
河县人民医院进
行了一场“生死
时速”的抢救。胸
痛中心治疗团队
以“门球时间”28
分钟跑赢死神，
再次刷新历史纪
录！接到120调度
中心通知后，商
河县人民医院院
前、院内同步联
动，急诊科、心内
科、导管室等相
关 科 室 隔 空 会
诊，合力为患者
搭起“救心高速
通道”。

大家都知道，抢救心梗患者要
争分夺秒，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清
楚，胸痛中心运行过程中，为什么
如此分秒必争？商河县人民医院心
内科专家给出以下一组数据：

冠脉血管闭塞之后的20分
钟，心肌开始坏死；闭塞3小时，心
肌坏死面积达50%；6小时，这个数
据就可高达70%。

心肌坏死意味着什么呢？专
家解释，心肌坏死之后就失去了正
常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血压、心

率等生命体征都会受到影响，有可
能导致致命性心律失常、心脏扩
大、心力衰竭，严重的导致猝死。

这个过程中，心梗患者除了
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胸闷胸痛、
濒死感、大汗，有的也会伴随气
短、呼吸困难、心悸、晕厥、恶心呕
吐等症状。

全世界公认心肌梗死抢救的
最有效措施，是尽早开通闭塞冠
脉血管的再灌注治疗，而抢救成
功率主要取决于心肌总缺血时

间，即胸痛开始到开通闭塞血管
恢复有效再灌注的总时间。

医院成立胸痛中心并要求各
个环节分秒必争地缩短门球时间，
就是为了通过施行急诊PCI术，尽
可能早期高效开通闭塞血管，抢救
患者濒临坏死的心肌，缩小梗死范
围，保护心室功能，改善患者预后。
再灌注治疗的黄金窗口期为胸痛
开始2小时内，越早开通，救治率越
高。对心梗患者来说，时间就是心
肌，最佳手术时机稍纵即逝。

葛相关链接 抢救心梗患者的“争分夺秒”

工作人员给老人体检。

张若飞迅速将检查结果传到了胸痛中心微信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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