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分钟内

打开生命通路

今年5月，淄川区的李先生
颇有感触地写了一首“德艺双
馨使命杏林”的诗歌，高度赞扬
淄矿中心医院卒中中心的精湛
急救医术。

李先生的母亲今年75岁，5
月3日5时，下床小便时，突发失
语、右侧肢体偏瘫症状，临床初
步诊断为脑梗塞，同时急行颅
脑CT排除了脑出血病因。获得
明确诊断后，卒中中心立即启
动绿色通道，征得家属同意急
症取栓治疗后，神经内科医护
人员当即护送患者进入导管介
入科，介入团队开始紧急实施
取栓治疗。通过2小时的紧急救
治，患者的失语、肢体偏瘫症状
就完全恢复了。

“我们是18时30分进行的
脑血管造影术+机械开通术，19
时10分造影显示血管通畅，与
患者交流，患者当时便能开口
说话，右侧肢体能抬起活动，治
疗效果立竿见影，这也是我们
努力的目标。”神经内科主任许
冬梅说。

飞速抢通生命通路的背
后，是精湛的医术与雄厚的技
术实力。据了解，该院神经内科
的技术水平、服务能力、设施设
备、床位规模、科室管理等综合
实力位于淄博市前列，经中国
卒中中心学会审核资质后，于
2016年8月份正式授予联盟“卒
中中心”。该中心整合了神经内
外科、急诊科、心内科、检验科、
血管超声科、影像医学科等学
科的力量，实现多学科协作的
无缝对接，大大提高卒中诊疗
水平。同时，承担当地卒中危重
症、复杂疑难病症的临床救治
和防控、诊疗服务示范及指导
工作。

2017年3月，该院又串联心
内科、急诊科、导管介入科、影
像科、胸外科、呼吸科等多个学
科，建立“胸痛中心”，为急性心
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动脉栓
塞等急性胸痛患者提供快速准
确的诊断、危险评估和治疗手
段，从而提高胸痛的早期诊断
和治疗能力，减少误诊和漏诊，
以快速挽救病人生命，降低胸
痛患者的死亡率，提升患者生
活质量。

据悉，该院心血管内科

作为淄博市重点学科、市级
特色专科，在心血管病诊疗
方面，特别是救治急性心肌
梗死、恶性室性心律失常、急
性左心衰竭、肺动脉栓塞等
重症治疗方面处于淄博市先
进水平，于2009年、2014年在
淄博市率先开展了三腔埋藏
式心律转复除颤器植入术，
以及急性心肌梗死导管介入
手术，显著降低了重症心血
管疾病的死亡率并提升了预
期效果。

“心内科医护人员24小时
值班，导管室24小时开通，随
时可为患者提供服务。最快15
分钟到达导管室，20分钟内开
通血管并植入支架。”淄矿集
团中心医院副院长、心脑血
管中心主任苗玉梅介绍道。

百姓家门口

即可享名医服务

“对于患者来说，时间就是
生命。淄矿集团中心医院成立
的心脑血管中心和老年医学中
心，让我们有机会为更多基层
百姓提供及时、高效的医疗服
务。”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邵康表示。
据了解，心脑中心和老

年医学中心的成立，建立了
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淄矿
集团中心医院与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天坛医院等国内一流
医院联合，形成了真正意义
上的“医联体”，通过搭建平
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即可
享受到北京专家的服务。不
仅会邀请专家定期到医院坐
诊、讲学、手术，还能通过信息
化手段，让专家在北京就可以
与患者“面对面”交流，让患者
能够真正意义上得到专家“近
距离”的服务。遇到疑难病例、
需要转院等情况时，也可以通
过平台与知名医院、专家进行
联系，优先安排患者前往上级
医院就诊、住院、治疗。

整合优质资源

高效救治患者

多学科协作是心脑血管疾
病和老年疾病诊治的必然趋
势。淄矿集团中心医院借鉴国
内先进管理模式，整合优质医
疗资源，以神经系统、心脏血管

系统优势临床专业为核心，汇
集急诊、重症医学、医学影像、
检验、导管介入、药学等专业学
科，率先在淄博成立心脑血管
中心和老年医学中心，提升了
心脑血管疾病医疗技术水平和
医疗救治能力，为患者提供规
范、高效、安全、便捷的医疗诊
疗救治服务。

同时，心脑中心和老年医
学中心作为三级诊疗的中心平
台，可进一步实行公众健康教
育，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控制急
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
提高患者及时就诊意识，降低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致残
率、死亡率。

“我院广大干部职工将以
此次启动会议为契机，坚持‘患
者至上’服务理念，进一步提
升医疗质量、提升供给能力、
提升服务效率，增强群众就
医获得感，努力建设管理一
流、技术一流、服务一流、设
施一流、环境一流，职工心情
舒畅，社会满意的现代化医
院，为淄博市卫生事业的发
展、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淄矿集团
中心医院院长高清元表示。

淄矿集团中心医院心脑中心、老年医学中心挂牌启动

联联合合诊诊疗疗畅畅通通救救治治患患者者绿绿色色通通道道
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导致人类死亡的首要原因。随着冬季的到来，心脑血管疾病又进入了发病高峰期。11月18日上午，淄矿集团中心医院心脑中心、

老年医学中心正式成立，整合优质医疗资源，提升了心脑血管疾病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救治能力，让百姓在家门口即可可享受到规范、高效、安全、便捷的诊疗救
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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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巩
悦悦) 供暖时家里室温不到
16℃，9年了，这一问题一直没解
决，这让张店区孙家村三区9号
楼2单元六楼的岳先生身冷心更
冷。23日，岳先生拨打本报“问暖
热线”3159015反映他的烦心事。
淄博华星热力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称，岳先生所在单元楼供暖缴

费人数不足70%，因而不能保证
供暖效果。

“我在这里住了九年多，家
里温度从来没到16℃。入冬以
来，下班回家只换拖鞋，从不敢
脱外套。晚上睡觉都得穿着保暖
衣盖厚棉被。”岳先生告诉记者，

“每年供暖季，我都会向热力公
司反映家里不暖和的问题。工作
人员查看后说等放完气就热了，
但放气后室温仍达不到16℃。”

据岳先生介绍，他没少缴
暖气费，但室温却从没达标
过。岳先生怀疑为他供暖的华

星热力公司换热站的压力小，
出水温度低。

对此，淄博华星热力有限
公司客服人员说：“该用户家
住阁楼，房屋的保温性能不
好，而且楼是尖顶，很容易导
致热量散失。”该工作人员说，
岳先生所在的2单元，仅有两
户居民缴纳供暖费，通常情况
下，每栋楼须有70%以上的用
户缴纳供暖费，才能为该栋楼
的居民保证家里的供暖效果。

“该用户家里不暖和，我们也
没办法帮他解决。”

““供供暖暖费费没没少少缴缴，，99年年来来室室温温不不到到1166℃℃””
华星热力工作人员：该用户所住单元楼仅两户缴供暖费，无法保证供暖效果

电话：3159015

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李
洋) 23日，记者从淄博交通部
门获悉，市公共汽车公司将于近
期对34路、97路和169路公交线
路做出调整，现将拟调整情况进
行公示。

34路公交线：周村古商城开
往义乌小商品城方向调整为：原
线路走向—联通路—世纪路—
华光路—义乌小商品城，单向撤
销祥瑞园小学、华光路南京路路
口、博大广场站点，单向增设世
纪花园(南门)、西班牙风情街站
点。义乌小商品城开往周村古商
城方向走向不变。

97路公交线：线路起止站

点调整为于小村和中润华侨
城，线路走向调整为：于小村-
天津路-共青团路-上海路-新
村路-天津路-湿地公园喷泉广
场-和平路-上海路-人民路-
北京路-华光路-世纪路-中润
大道，增设西班牙风情街、世纪
花园、中润华侨城站点。

169路公交线：起始站点不
变，线路走向为：原线路走向—
三赢路—耀昌路—市总工会。增
设太平锦绣花园南门、天平锦绣
花园西门站点，撤销西吕村、英
雄路、耀昌球团站点。

市民可通过市公共汽车公
司客服热线2281011提建议。

3344、、9977和和116699路路公公交交线线拟拟调调整整
市民可拨打2281011提建议、了解详情

23日，在淄博市公交公司
天乙停车场，停放着十几辆崭
新的新能源公交车。这些车辆
是淄博新增的200台新能源公
交车中的一部分。这些新车目
前正在办理上路手续，随着手
续的陆续办理完成，淄博市将
新增6条新公交线路，调整4条
公交线路。
本报记者 李洋 摄影报道

整装待发

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胡泉) 23日上午，沂源县公
安局在沂源县城区派出所召
开了退赃大会。当场退赃现金
10万余元，电脑、手机等物品
一宗，价值7万余元，涉及70余
起案件。

“一年辛辛苦苦挣来的血
汗钱终于回来了。”孟先生说：

“前几天我把9000多元的粮食
钱放在了床铺下面，出门一会
儿的功夫就被小偷偷走了。今
天民警通知钱追回来了，真的
很感谢民警同志。”

沂沂源源县县公公安安局局举举行行退退赃赃大大会会

1177万万余余元元财财物物退退还还群群众众

张张店店五五中中分分级级部部召召开开家家长长会会
本报讯 11月23-24日，

张店五中隆重召开家长会，共
同探讨家校共育话题。

在家长会现场，班主任、
任课教师和家长团团围坐，老
师们客观分析了班级情况，向
家长反馈了学生的在校表现，
大家各抒己见，交流探讨，为

班级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出
谋划策。

本次家长会总结了前一
阶段的工作，让学生家长深入
了解了学校教育措施以及学
生学习情况，达成了家校育人
共识，必将推动张店五中教育
工作的更快更好发展。(王来)

张张店店区区南南定定小小学学举举行行

教教师师社社团团活活动动暨暨长长跑跑健健身身启启动动仪仪式式
本报讯 22日下午，张店

区南定小学全体教师齐聚操
场，排成整齐的队伍，随着付光
辉校长的发令枪响，全体教师
开始长跑。这是该校教育工会
为丰富教师课余文化生活，增
强教师活力，提高教师身体素
质的扎实举措。

南定小学教育工会根据教

师们的建议组建了篮球、长跑、
乒乓球、瑜伽、太极拳五个社
团，规定星期三下午为社团自
由活动时间，周二、周四、周五
上午大课间、下午4点半到4点
50分为集体长跑健身时间。全
体教师健身意识增强，活动热
情日益高涨，有力地促进了学
校整体工作的开展。(齐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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