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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东 ) 2月17日下午4时
许，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接到急救
指令，一2岁儿童在家中吃花生时突
然出现呛咳，并出现呼吸困难。医院
马上派急救人员前往救护，接到时
患儿已接近昏迷状态，

经耳鼻喉科主任韩乃刚检查发
现，患儿呈重度吸气性呼吸困难，口
唇发绀，情形十分危急。根据多年的
临床经验判断，患儿初步诊断为气
管异物伴喉阻塞4度。因异物阻塞主
气道，若不尽快取出异物，重开气
道，患儿将很快出现窒息，呼吸衰竭
并导致死亡。医院马上开通绿色通
道，并对患儿实施手术，后在患儿声
门处取出一片不规则的花生壳，最
后患儿成功获救。

幼儿气管塞异物

市一院成功抢救

本报3月2日讯 (见习记者
臧振 通讯员 田秀美) 3

月1日，“全国听力适宜技术推
广基地”揭牌暨淄博市“爱耳
日”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市妇幼
保健院(市三院)举行。北京同
仁医院、北京市耳鼻喉科研所
教授黄丽辉、市红十字会会长
王长春、市卫生局工会主席孟
玲、市妇联副主席伊淑霞、市
残联副理事长于波、市妇幼保
健院院长肖洪涛等出席了启
动仪式。

肖洪涛表示，“全国听力
适宜技术推广基地”、“北京市
耳鼻喉科研所合作基地”同时
揭牌，标志着妇幼保健院与北
京市耳鼻喉科研所的合作更
进一步，将推动医院听力保健
工作获得更大提升，使全市的
新生儿疾病筛查水平上一新
的台阶。据市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王忠德介绍，目前医院对听
障儿童的筛查、诊断、康复工

作做的比较好，但在治疗环节
还相对薄弱，通过和国内领先
医院的合作，不仅可以进一步
健全全市儿童听力筛查三级
网络，做好新生儿听力筛查与
耳科临床治疗、听力康复等工
作的有效衔接，同时还会提高
全市新生儿听力筛查率、可疑
阳性患儿转诊率及阳性患儿
治疗率，保证听力损伤患儿同
龄孩子的言语发育水平，使患
儿最大限度地接近和达到正
常儿情感、心理和社会交往等
能力的发育，减少患儿给家庭
及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

据孟玲介绍，0到3岁是儿
童语 言 快 速 发 展 的 重 要 阶
段，常规的检查和父母的观
察很难发现儿童听力异常，
可能延误治疗疾病的最佳时
机。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
干预、尽可能减低听力损伤
对儿童发育的不良影响，意
义 重 大 。对 此 ，黄 丽 辉 也 表

示，在之后的合作中，相关专
家将会定期到淄博坐诊，让
听障儿童在家门口也能得到
国 内 最 好 的 诊 断 和 治 疗 指
导。同时，据了解，在此次“爱

耳日”活动周中，市卫生部门
和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还
将走进社会福利院、社区等，
开展听力知识健康讲堂和义
诊活动。

北京同仁医院、北京耳鼻喉科研所与市三院合作基地正式成立

听听障障儿儿家家门门口口享享国国内内一一流流诊诊疗疗

志愿义诊

3月1日，临淄区人民医院医
护人员参加了全区志愿者服务义
诊活动。

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活动医院共发放宣传材料500余
份，为30余名群众提供了医疗健
康咨询服务，得到了市民的广泛
好评。

本报通讯员 蒋晓楠 摄影
报道

市八院启动“最满意员工评选”：

医医护护工工作作好好不不好好
患患者者说说了了算算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李爱学 赵丽
娅 ) “您对我们医生、护士满
意吗？您认为谁的服务最好呢？
您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吗？”近
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市八
院)工作人员把一张张调查问
卷交到患者手中，同时也是将
对医护人员服务质量的评价权
利交到了患者手中。

据了解，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三甲医院评审合格后，通过
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
突出为民服务主题，坚持以患
者满意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把
服务水平、服务成效交给患者
评判，在全院启动了“患者最满

意医护人员”评选活动，并取得
了良好效果。同时，医院出台了

《评选“患者最满意医护人员”
试行办法》。突出 “以病人为
中心”的服务意识，主要依据在
院患者满意度测评和出院病人
回访评价、病友座谈会，并结合
医护人员日常工作表现，进行
综合评价选出。每季组织评选
一次，年底进行表彰。自活动开
展以来，医院本着公开、公正的
原则，立足患者意见，树立了一
批医德医风俱佳的先进典型，
针对点名表扬的实际，结合全
年质管表现，已评选出了社会
评价好，工作质量优的10名医
生和10名护士进行了表彰。

市职业病防治院：:

集集中中回回访访患患者者
给给出出康康复复建建议议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张其勇) 近
日，市职业病防治院医务人员
根据患者病情，对部分患者开
展回访活动，了解患者出院后
的康复情况。

医务人员首先来到了张
店房镇镇某患者家中，该患者
因意外导致颅内出血住院，主
治医生根据病情选择了保守
治疗，现出院已经半年多了。
外一科主任刘文祥仔细询问
了患者饮食起居情况，根据患
者的康复情况，为其开具了药
品，叮嘱按时吃药，并定期复
查。而在另一名骨折患者家
中，该患者曾因车祸受伤，入

院时肩胛骨骨折、右眼眶骨折
并右眼钝挫伤等多处外伤，并
伴有贫血，后被治愈出院。医
务人员对患者复查后发现手
术切口恢复良好，但还有贫
血、低血压等体征，建议患者
平时注意加强营养，按时复
查，早日完全康复。

随后医院医务人员又到
桓台等地其他患者家中进行
了回访，对患者进行了身体健
康检查及健康指导。“谢谢你
们来看我，现在身体好多了，
心态也很好，我会按照医嘱好
好 养 病 ，争 取 早 日 完 全 康
复。”，看到医务人员到来，患
者俞先生向医生致谢。

市卫生局要求加强食源性疾病因素溯源分析工作

增增设设四四所所医医院院定定点点监监测测““饮饮食食病病””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王斌 高丽 )
2日，记者从市卫生局获悉，

根据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关于
推荐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
的通知》确定的推荐原则，并考
虑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
医疗机构能力，经研究，拟确定
淄博市第一医院、淄川区医院、
临淄区医院、桓台县医院为淄

博新增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
院。

据了解，所谓食源性疾病，
是指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有
毒有害物质等致病因子所造成
的疾病，一般可分为感染性和
中毒性，包括常见的食物中毒、
肠道传染病、人畜共患传染病
等。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
类疾病总发病率的前列，是最

突出的卫生问题之一。而监测
哨点医院则是国家为加强流行
病或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预防
以及病毒监测，特别设立的具
有监测、控制和治疗流行病或
者传染性疾病能力的医院，主
要负责食源性疾病监测病例信
息上报及样本采集等有关工
作；

据相关要求，地方各级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将食品污染
物和有害因素监测与食源性疾
病监测结合起来，加强食源性
疾病致病因素的溯源分析工
作，及时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隐
患进行监测检验。要组织开展
对风险监测数据的汇总分析，
对食品安全状况作出评估，及
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
报告、通报监测及评估结果。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徐永红) 近日，市四院组
织人事科、病人服务部联合组织召
开了医患沟通座谈会。

医务科、护理部、总务科、医保
科、住院处等科室负责人参加了座
谈会，认真听取了在医院住院治疗
的近30名住院患者及家属的意见和
建议。座谈会上，患者首先对医院的
医疗质量、技术水平、服务态度等方
面给予了肯定，同时也对医院的工
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希望，如餐
厅的饭菜质量问题，热饭不方便、医
保报销费用等。对于大家提出的意
见和疑问，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详细
记录，并对病人进行了解答。

市四院召开

医患座谈会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门晓丽) 近日，张店区

中医院心血管科、肿瘤科被评为淄
博市中医药重点专科。

据了解，该医院肿瘤科是全市
首家以肿瘤综合治疗为突出特色
的科室，通过一系列中医抗癌康复
疗法，可有效控制肿瘤生长。心血
管科建立了完善的ICU病房，充分
利用中医优势，应用中医中药治疗
心血管常见疾病，有丰富的治疗经
验和显著的临床效果。截至目前，
医院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1个，省级
中医药特色专科1个，省级中医药重
点专科2个，市级中医药重点专科6

个。

张店中医院两专科

获评市级重点

“全国听力适宜技术推广基地”揭牌.。

医师资格考试

网上报名开始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斌 高丽 ) 2日，记

者从市卫生局培训考试中心获悉，
根据卫计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
公告及省卫计委相关安排，2014年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将在3月3日9时
至3月17日24时进行网上预报名。现
场确认时间及报名相关事宜考生
可以到淄博卫生人才网网站进行
查询。

据市卫生局培训考试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11892人通过医师资格考试，从近三
年的考试报名人数统计上看，变化
也比较均匀，2011年为2281人，2012

年为2237人，2013年为21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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