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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28日讯(记
者 康宇 通讯员 闫大帅)

为提高医务人员的沟通能
力，展现医务人员风采，促进
医院和谐的医患关系，日前，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在多媒
体大厅举办了以“医患沟通，
从心开始”为主题的情景剧
比赛。

参加本次比赛的队伍有
精神科、儿童青少年心理科、
神经内科、合并症科等9个科
室代表队。比赛过程中医护

人员将现实工作中突显的医
患矛盾转化为风趣幽默的情
景剧，分别站在患者和医护
人员的角度现身说法，再现
了一幕幕现实版的医患沟通
场景。演员们精彩投入的表
演赢得了阵阵掌声和笑声，
同时向现场观众展现了“医
患沟通，从心开始”的重要
性。最后通过评委团给出的
综合成绩决出了获奖代表
队。

市精神病院副院长苏中

华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
员要具有两项基本的技能，
一个是精湛的医术，熟练的
操作技能；第二项那就具有
良好的沟通能力，如果医患
双方沟通好了，那么病人在
就医的过程中，他的就医体
验就会很好，许多医患不够
和谐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就
归因于医患双方的沟通不够
充分，所以说我们医院特地
举办了这次医患沟通，从心
开始的情景剧比赛。”

四四条条通通道道，，给给患患者者撑撑起起““保保护护伞伞””
微山县人民医院成立危重患者紧急救治绿色通道

本报济宁11月28日讯(记
者 李倩 康宇 通讯员
岳园 田贺)日前，微山县人
民医院成立包括高危孕产妇、
急性心梗、脑卒中、复合伤四
条紧急救治绿色通道。从院前
急救、院内诊治、后期康复都
明确了各自流程，确保了救治
与护理的连续性，大大降低了
危重患者死亡率及致残率。

就拿高危产妇来说，但凡
微山境内高危孕产妇及疑似高
危孕产妇者及其家属，拨打急
危孕产妇院前急救电话，医院
立即派出救护车接至医院产科

病房，接诊医师首诊对初步评
估高危孕产妇确定症状并开具
各种检查，护士建立静脉通道，
通知抢救小组成员十分钟内到
位并陪同完善检查，抢救工作
实施中，由一名到场的最高职
称技术人员统一指挥，其他人
员做好抢救程序的实施和协助
工作。确诊产妇和胎儿在黄金
时间窗内得到救治。急性心梗、
脑卒中、复合伤急救小组也将
遵循“与时间赛跑”的原则让患
者得到第一时间的救治。

据了解，微山县人民医院
此次开辟四条绿色通道，旨在

通过医院多学科无缝对接，将
以往传统的一个科室单兵作
战转变为多个科室协同会战，
提高患者抢救成功率。

微山县人民医院院长李
玉亭介绍说，四条绿色通道抢
救小组均具备院内最高水平
专业人员、明确的工作职责、
流畅的抢救流程，近期医院还
将开展四条绿色通道的应急
演练，梳理抢救过程的各个时
段、各个环节，就急救流程中
的细节问题进行改进，全力做
好危重症抢救工作准备，为微
山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看看了了这这些些故故事事，，医医患患关关系系更更近近了了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举行情景剧比赛

本报济宁11月28日讯(记者
康宇) 即日起，济宁开展经

营环节重点水产品专项检查，
其中，大菱鲆(多宝鱼)、乌� (黑
鱼)、鳜鱼和明虾等鲜活水产品
是检查重点。

据了解，此次检查对全市范
围内经营鲜活水产品的集中交
易市场(含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集贸市场)、销售企业和餐饮服务

单位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和抽样
检验。主要针对近年来部门抽检
监测问题相对突出的大菱鲆(多
宝鱼)、乌� (黑鱼)、鳜鱼和明虾等
4种鲜活水产品及其运输和销售
过程中的养殖用水进行抽样，对
其中硝基呋喃类药物、孔雀石
绿、氯霉素等违禁药物残留情况
进行检验。

对在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
中发现的问题，将依法进行查
处，并将相关情况按要求通报
渔业、水产等相关部门。

济济宁宁食食药药监监开开展展水水产产品品检检查查
黑黑鱼鱼、、明明虾虾等等水水产产品品是是重重点点

6年共开展各项义诊宣传活
动816次，服务人群近150万，查体
近70万人，心电检查20万人、彩
超检查10万人、胸透检查20万
人、血糖检查16万人、血压检查
40万人，发放宣传资料160万余
份，开设学术交流、健康大课堂
460次，基层医疗培训5万人。

第五届“山东慈善奖”评选结果出炉

市市一一院院揽揽获获两两项项省省级级慈慈善善大大奖奖
本报济宁1 1月2 8日讯

(记者 李倩 康宇 通讯
员 周静 ) 日前，山东省
民政厅正式发文公布了第
五届“山东慈善奖”表彰名
单，济宁市 8个单位、项目
和个人获奖，其中，济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3 0 0 0万肿
瘤慈善救助基金项目”和

“‘心连心’健康直送车项
目”获得最具影响力慈善
项目。

“曹阿姨，您的血糖有
点高，平时吃东西要当心
点，管住嘴。”“血压测量结
果还算正常，建议您加强
平时的锻炼。”在鱼台县唐
马镇，市一院健康直送车
又来到了这里给当地居民
义诊，居民们纷纷排队登
上这个“流动康健驿站”，
量血压、血糖，做心电图、
肺功能等，根据检测结果，
医务人员还分别对居民们
提出了应对建议。

2 0 1 0年，济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投资 4 8 0万元购
买 了“ 心 连 心 ”健 康 直 送
车，该车是一所多功能、全
天候的小型流动医院，在
宽敞明亮的健康直送大巴
车上就诊，居民们都对这
项做法叫好。

在本届的“山东慈善
奖”上，"济宁慈善肿瘤医疗
救助基金"也获得了最具影

响力慈善项目奖。
闫先生是任城区喻屯

镇的一名低保对象，也是 "
济宁慈善肿瘤医疗救助基
金 "的受助对象之一。2012
年因脑部不适到医院检查
并入院。从住院接受治疗
到做完手术出院一共花了
十几万元，疾病带来的经
济和精神负担，使本就困
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当一家人正为下一步
的治疗费用发愁时，济宁
市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北 院 区
(肿瘤医院)的慈善医疗救

助为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转到医院就诊治疗后，医
院当场为他办理了慈善医
疗救助证，并减免了相关
治疗费用。经过在医院多
次治疗，闫先生的病情逐
渐好转。

据了解，该基金目的
在于充分发挥慈善基金扶
贫济困作用,更好地服务全
市城乡困难群众。该基金
每年列支本金的 7% ,用于
开展城乡困难家庭肿瘤患
者的医疗救助活动。

救助范围包括肺癌、

胃癌、食道癌、肝癌、白血
病、乳腺癌、宫颈癌等10多
个病种。全市范围的肿瘤
患者或家庭成员持救助证
前来就诊的，均可免交挂
号 费 、门 诊 费 、换 药 包 扎
费；各类项目检查、化验费
减免30%；住院期间，按规
定享受医保、新农合报销
后，个人承担费用 1 0万元
以下的，给予20%的减免救
助，10万元以上的给予30%
的减免救助。目前，医院救
助范围已延伸到菏泽、安
徽、泰安、枣庄等地市。

“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市一院健康直送车下乡义诊送福利。

急急救救

进进社社区区

冬季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发季节，为提高公
众对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
24日上午，济医附院兖州院区急救培训团队应鼓
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邀请为红花村村民开
展了家庭急救知识培训，为居民介绍预防一氧化
碳中毒的方法。

本报记者 康宇 通讯员 陶然 摄

2010年济宁肿瘤医院捐设
3000万元的肿瘤医疗救助基金，
每年列支210万元用于救助全
市的城乡困难肿瘤患者。2010年
共救助76人，救助基金8 . 0万元；
2011年共救助32人，救助基金
34 . 3万元；2012年共救助2167人，
救助基金464 . 9万元；2013年共
救助1994人，救助基金329 . 9万
元；2014年共救助1876人，救助
基金320 . 9万元；2015年共救助
1837人，截止2016年救助金额达
到了157 . 2万元。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心
连心’健康直送车”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区
“3000万肿瘤慈善救助基金”

“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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