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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医附院援青医疗队首用电脑对接专家

专专家家远远程程会会诊诊 解解腹腹痛痛俩俩月月难难题题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张

牟幸子 通讯员 徐彬 ) 11月
8日，滨医附院援青医疗队支援
青海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的四
位专家完成与滨医附院专家们
的首例远程会诊。

远在青海海北州的一名44
岁女性患者，因为“右下腹痛2个
月”进入当地医院治疗。这名患
者之前辗转青海省人民医院、青
海省红十字医院等多家三级甲
等医院，曾进行腹部强化CT、
ETU、腹部彩超等检查。后来因
为经济原因转入海北州第二人
民医院外科病房住院治疗。

滨医附院援青医疗队外科
副主任医师张帆在一次查房中
发现这名患者右下腹有压痛、肿
块存在，随后张帆结合辅助检
查，考虑患者肾输尿管结核可

能，不排除泌尿系统肿瘤及妇科
肿瘤可能。

因为患者病情较为复杂，张
帆向医疗队队长、妇科专家顾振
鹏副主任进行了汇报。顾振鹏在
为这名患者进行了详细会诊后，
认为该患者病情复杂，涉及多学
科会诊合作，为了更好地为患者
确诊和治疗，顾振鹏与海北州卫
计委联系，建议启用远程会诊，
通过电脑与滨医附院其他专家

“面对面”会诊讨论，以确定这名
患者的病情，并为她确定最佳治
疗方案。

医疗队副队长崔景晶副主
任、葛汝丽副主任与该院信息
科、医务科、宣传科、院办等部门
积极沟通，在医院医务处的大力
支持下，启动了此次远程会诊活
动。同时在海北州卫计委副主任

李磊的支持下，滨医附院援青专
家利用已有的山东省援建海北
州第二人民医院远程会诊系统，
与滨医附院对接进行远程会诊。

11月8日上午，滨医附院泌
尿外科主任燕东亮、感染性疾病
科副主任丁国锋对这名患者的
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
检查通过远程会诊系统进行了
详细的了解，两地专家对于病情
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对下一步治
疗方案进行了调整。通过这次远
程会诊确定的治疗方案对这名
患者进行了治疗，目前患者症状
明显减轻，患者及其家属表示，
这次远程会诊的效果非常好，

“这样真是方便多了，我们在这
里山东专家就能给我们看病，还
治疗得这么好，真的很感谢山东
的医生们！”

首届黄河三角洲
微创脊柱研讨会成功举办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张
牟幸子 通讯员 徐彬) 近日，
由滨医附院脊柱外科主办的山
东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滨州医
学院附属医院脊柱外科新进展
(2014年)暨第一届黄河三角洲
微创脊柱研讨会暨第一届黄河
三角洲脊柱内镜研讨会暨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专业
委员会脊柱内镜学组山东省分
会筹备委员会会议成功举办。

会议特邀解放军第88医院
骨科主任、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
肢体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孙磊教授，解放军第309医
院脊柱微创外科主任、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专业委员
会脊柱内镜学组主任委员白一
冰教授，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

孙宇教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
征医院王新伟教授等专家教授
出席会议并作学术报告。会上，
白一冰教授、房清敏教授主持了
医院脊柱微创培训基地成立的
揭牌仪式。

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
与会代表近160人就脊柱外科领
域的新技术和新理论进行了热
烈讨论，就未来脊柱疾病诊治发
展的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次会议
在专题研讨和人体标本操作两
个会场分别进行，在骨科专业会
议史上创了先例。这次会议的成
功召开，必将加大脊柱微创、脊
柱内镜技术的推广、研究与交
流，对医院甚至整个黄河三角洲
地区骨科的发展将起到较大的
促进作用。

11月8日，在全国消防安
全宣传日到来之际，滨医附
院免费为滨州市120余名消
防支队官兵进行健康查体。
这次体检内容包括内科、外
科、眼科、耳鼻喉科、血常规、
心电图、血压等10多个项目。
医务人员对官兵们提出的各
类健康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就检查出的问题为消防官兵
提出专业建议，对平时饮食、
运动、训练中的注意事项给
与了指导，确保消防官兵以
健康的体魄完成各类消防执
勤和抢险救援任务。图为滨
医附院医务人员正在给消防
官兵查体。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通讯员 徐彬 摄影

为消防兵
保健康

让让生生命命之之花花灿灿烂烂绽绽放放
滨医附院提升急危重症救治水平服务区域发展

2011年9月26日晚上8时许，滨
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接诊医
护人员将一名应用人工呼吸气囊
持续辅助呼吸的10岁儿童抬下救
护车。原来这是一名极重度有机磷
农药中毒导致呼吸停止的患儿，到
达滨医急诊抢救间后立即开通急
救绿色通道，稳定生命体征，在严
密监护下转入急诊ICU，根据血气
分析结果及化验结果，立即制定合
理的治疗计划。经过急诊科医护人
员及时有效的救治，患儿生命体征
逐渐平稳，自主呼吸逐渐恢复，顺
利脱机拔管，救治成功。能把这样
一位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病人"抢"
回来，急诊科全体医务人员都感到
既欣慰又自豪！

从死神的手中抢夺生命，让几
近枯萎的生命之花重新绽放。这样
的事例，对于滨医附院的急诊科来
说，早已习以为常。而对于整个医
院来说，经过多年建设，不仅具备
了高超的院内抢救急危重症危重
病员的水平，作为一所三甲大院，
过硬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勇于担
当的责任意识，使医院在黄河三角
洲区域突发事件、公共安全事件中
担负重任，其先进的抢救技术为区
域发展贡献了力量，受到当地政府
和群众广泛赞誉。

说起急诊急救，人们首先想
到的就是急诊科。也确实，医院的
急诊急救水平，急诊科的救治能
力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成立于1989年的滨医附院急
诊科，是集院前急救、院内抢救和
重症监护治疗(EICU)三位一体
的大型急救医疗技术中心，是急

诊医学科学研究与教学中心。滨
医附院急诊科人才梯队健全、医
疗设备先进，现有医护员工73人，
其中教授3人，硕士生导师2人，副
教授6人，硕士学位研究生15人；
救护室设有进口呼吸机、便携式
呼吸机、纤维支气管镜、床旁B超
仪、床旁X光机、血气分析仪、心电
监护仪、除颤仪、颅脑降温抢救综
合治疗仪、洗胃机、心电图机、快
速血糖分析仪等高配置仪器设
备。八辆救护车内配备常用抢救
药物、器械、供氧设备、心电图机、
车载心电监护仪、吸痰器、车载呼
吸机、自动体外除颤仪、防毒面具
等急救设备，采用最先进的方法
救治急、危、重症患者。

在多次特大群体伤害事故、
交通事故、群体中毒的救治过程
中，滨医附院急诊科指挥得当、措
施得力，得到上级领导及群众的
高度评价。1994年在医院创“三级
甲等医院”达标过程中，及时有效
的进行了“11 . 30”特大火灾抢救
工作.、荣立集体二等功；在危重
病救治、昏迷、休克、急性中暑、电
击伤、溺水、猝死、脑血管意外的
治疗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尤
其在急性有机磷中毒治疗方面，
急性中毒治愈率在95%以上，并
大大减少了解毒药物的使用剂
量，减轻了由药物所带来的毒副
反应，多次挽救重度中毒患者的
生命。

急诊科是一个医德高尚、医
术精湛、学风浓厚的团体。学科带
头人在各种中毒及急危重症的救
治方面有独特研究，有多个稳定

的研究方向，多次获得省市级科
技进步奖项，获得市级"五一"劳动
奖章。率先在全省对中毒患者使
用临床路径治疗规范，率先采用
枸橼酸抗凝进行血液灌流，率先
开展血液灌流救治重症百草枯中
毒并取得突破，科室已经成为鲁
北地区中毒治疗的中心。

而ICU的建设则是医院急诊
急救水平不断提升的另一个平
台。

站在宽敞明亮的ICU病房
内，映入眼帘的是来回穿梭、忙而
有序的医护人员在给患者实施生
命支持和护理的娴熟动作，耳边
听到的是医护人员在给患者或鼓
励或疏导柔和而亲切交流的声
音；各式各样的生命支持、治疗和
监护的仪器在高速运转着；一个
个垂危的患者又有了生还的希
望，一张张面带倦容工作了一夜
仍在一丝不苟进行着各种交接班
工作的医护人员……

据了解，滨州医学院附属医
院重症医学科(ICU)创始于2002
年6月，目前已经拥有22张床位，
占地面积约1200m2，固定资产约
2000万，科室采用空气层流净化
系统，每床均配备多功能监护仪
一台、多功能进口呼吸机1台，拥
有血液净化装置3台，心电图机1
台、床边插管镜3台，电子气管镜2
台、血气分析系统1台、除颤仪2
台，PiCCO监测系统1台，无创心
功能监测仪1台，并配有冰毯冰帽
15台、排痰机2台、心肺复苏抢救
装备车等设备。在王晓芝的带领
下，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ICU在

抢救全省急、危、重症病人，大型
交通事故抢救，食物和农药中毒
以及肺、肾、肝移植术后的康复方
面作出了较大成绩，救治水平达
到国内领先，部分技术达国际先
进水平。

2010年，滨州市手足口病疫
情较重，在没有注射疫苗的情况
下，滨医附院ICU全体医护人员
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抢救手足口病
儿童的担子，加班加点对于ICU
的一帮护士们而言，几乎是每天
的家常便饭。为了抢救重症患儿，
医务人员时常忙到下午3、4点钟
还吃不上中饭。但大家都毫无怨
言，依然忘我地投入到患儿的救
治工作中。“在我们科里的同事，
家里的孩子几乎都得过手足口
病”，科主任王晓芝告诉记者：“尽
管如此，她们还是把孩子交给家
属照顾，自己继续奋战在ICU病
房里。”正是王晓芝和ICU全体医
护人员的努力，抢救危重症手足
口患儿取得重大成功，无一例死
亡病例。

甲型H1N1流感爆发时，医院
决定开设甲流病区，王晓芝和她
的团队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
可以调动的力量，合理安排医疗
资源，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工作，坚
守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第
一线，日夜奋战，全力以赴，做好
全市高危病例和重症病例的救
治。正因为有了她和她的团队努
力工作，精心守护，一个个重症患
者转危为安，一个个住院病人康
复出院。重症监护室团队在这一
场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向人们交

上的一份满意的答卷。……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一系列

重症伤员的抢救，都是ICU人的
医护人员奋战在第一线，创造了
无数生命的奇迹。

冲锋在前，硕果累累。2004年
12月ICU 被共青团山东省委、
山东省卫生厅授予“青年文明号”
荣誉称号；2005年被评为山东省
教育厅重点强化建设科室；2006
年3 月被滨州市总工会授予“滨
州市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
2007年被山东省政府、省卫生厅
评为“富民兴鲁先进班组”；2009
年被评为省“三八红旗奖”。2012
年，三甲评审期间，滨医附院又组
建了EICU——— 急诊重症监护室，
更让医院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如
虎添翼。

如今，以急诊科、ICU、EICU
为平台，滨医附院不断提高医

院应急管理水平。医院按照三甲
复审要求，修订了各类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大力推进卫生应急体
系建设，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特别在长深高速车祸、博兴爆炸
案等突发事件中反应迅速，救治
及时，受到好评。近年来，医院全
力做好手足口病防治、甲型H1N1
流感防控、食用含三聚氰胺奶粉
婴幼儿救治、全国第十一届全运
会医疗保障、人感染禽流感防范
工作，积极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迎来并守护的是最危在旦夕
的生命，与死神的较量每时每刻
都在进行。承载着生命与希望的
重托，滨医附院人为了生命之花
的灿烂绽放，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远远程程会会诊诊照照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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