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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是 一 种 生 活 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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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张勇)

7日，在济医附院儿四科病
房里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
名患儿母亲深夜突发不适，
呼吸困难，情况十分危急，医
护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后，准
确地判断与施救，最终使患

儿母亲转危为安。
“护士，快去看看，6床家

长很不舒服……”当日晚上11
时许，一患者家属向护士站反
映，值班护士董莎莎连忙放下
手中的工作跑去查看。

“当时患儿母亲在床旁
弯着腰，呼吸困难十分痛苦，
我看着她面色发灰、口唇青
紫，还用手握着颈部说不出
话来。”排除了异物吸入，董
莎莎随即想到张女士这几日

因为照护孩子一度出现咳嗽
等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当
时就怀疑是不是急性喉炎、
急性会厌炎或者哮喘发作等
病症。”来不及细想，结合平
时科室的应急演练，董莎莎
立即将张女士安置在病床
上，吸氧、雾化吸入、血氧饱
和度监测……一系列抢救措
施一气呵成。

这时值班医生唐璐璐和
护士谢前前也闻声赶来，迅

速投入了抢救，并电话通知
了张女士的丈夫。经过紧急
的处理，张女士的症状得到
缓解，气道逐渐畅通，但依然
感觉憋闷不适。值班医护人
员立即联系了急诊科和护理
总值班人员，将张女士转往
急诊科进一步治疗。

医护人员及时准确的救
治为张女士后续治疗赢得了
最佳时间，在医护人员精心
的治疗和护理下，张女士转

危为安。
该院儿四科护士长杨琳

介绍，此次准确的判断和成功
救治离不开医院、科室对医护
人员的应急处理培训和演练，
使他们增强了医疗急救和应
急处理知识以及医护人员间
的应急意识和协作能力，不断
完善应急救援的流程，将应急
演练规范化、常态化，保障医
院医疗质量与安全，让患者能
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病病房房里里，，患患儿儿家家属属深深夜夜突突感感不不适适
济医附院儿科科学施救，助其转危为安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刘峰

董良) “您好，老人抽血在
这个窗口排队就可以了，您跟
我来。”在济宁市传染病医院
门诊大厅，看到拎着大包小包
的患者来就诊，志愿者主动上
前协助，为就诊者提供便利。
自创建文明单位以来，该院暖
心服务不断。

医院通过门诊就诊卡优
化就诊流程，不断改善就医环
境，对门诊楼外墙和大厅进行
全面修缮，将行政办公室整改
成温馨的病房，设置无障碍通
道，方便残疾人就医。利用院
志愿服务站，开展多种形式的
便民、利民及惠民活动。门诊
大厅设立“学雷锋服务站”，成

立志愿服务队，创新服务项
目。在各病房楼门口还设置投
诉意见箱，医院投诉电话24小
时畅通，收集患者及其家属意
见。在医护业务能力上，不断
开展护理培训和演练，为孤寡
及“三无”患者送温暖。院内三
基培训合格率100%，提高了
卫生技术人员的整体业务素
质。

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更
专业的医疗服务，医院开展
了“万名保健医生进农户”医
疗服务活动和健康扶贫工
作，举办了“健康中国行”健
康知识讲座等志愿服务活
动。医院通过党组织联建、健
康扶贫、走访慰问等多种形
式，加强了与梁山县马营镇

的杨屯村、江屯村联建帮扶
力度，开展义诊，为联建村建
立家庭健康档案，帮助建设
基础设施。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院
召开文明单位创建专题会议
13次。集中学习了《中共山东
省委关于开展向“时代楷模”
王传喜同志学习活动的决
定》和王传喜同志的先进事
迹等，先后2次组织党员赴兰
考县焦裕禄纪念馆等活动。
在斑马线不礼让行人、违规
停车等问题上，不断提升职
工文明出行意识。医院还确
立了以“无烟、健康、发展”为
主题的党支部党日主题活
动，将禁烟工作作为医院的
一项重点工作。

用用心心耕耕耘耘文文明明，，用用爱爱服服务务患患者者
济宁市传染病医院多措并举创建文明单位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

(记者 李从伟 通讯员
王天宇) 8日上午，由济宁
紫丁香口腔的医护人员组
成的口腔健康宣教志愿者
团队走进济宁老年大学，
为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带来
一堂爱牙护齿为主题的口
腔公益讲座。

活动现场，济宁紫丁
香口腔的吴医生利用精美
的课件，从中老年人常见
的口腔疾病入手，图文并
茂地为学员们讲解了爱牙
护牙的保健知识。学员们
被吴医生的讲解深深地吸
引，自己也感同身受，甚至
分享自己的经历，吴医生
也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作

出了相应的建议。
活动结束后，济宁紫丁

香口腔的医护人员为学员
们发放了50余份口腔护理
包，学员们对本次公益活动
表示高度的肯定和赞许，特
别指出，“这种互动的形式
更能够让中老年人认识到
口腔保健的重要性”。

济宁紫丁香口腔吴医
生建议：一口好牙是健康
长寿的重要条件，牙口好
才是老人健康生活的基
石，国际上对于牙齿健康
的标准是80岁的时候有20
颗正常牙。只要日常做好
口腔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及时修复牙齿问题，实现

“8020”并不是难题。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董
体 韩伟杰) 日前，济医附
院兖州院区肾内科、血液净
化室联合举办了“关爱肾
友，我们在行动”第三届肾
友会，为慢性肾脏病患者提
供健康指导，提高患者疾病
自我管理的能力。

此次活动邀请了济医附
院肾内科李新建为病友们带
来《关于透析的那些事》的精
彩讲座。李新建指出目前慢
性肾脏病已成为继心脑血管
病、肿瘤、糖尿病之后又一威
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成
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由
于起病隐匿，在疾病早期往
往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
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但慢
性肾病是一种可以被管理的

疾病，为促使患者规范日常
健康管理，他分别对疾病的
临床表现、并发症、治疗原
则，饮食原则等知识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战胜疾病应该
先理解疾病，“肾”知慎行，用
科学的方法延缓疾病发展，
方能提高生命质量，重新回
归社会。

在现场互动环节，精心
设计的关于慢性肾病防治
知识的有奖问答场面火热，
病友们化身为“知识达人”
积极抢答，场面热烈。现场
抽奖环节更是将本次活动
推向了高潮，一份份精美的

“大礼包”送到了病友手中，
也传递着医院对各位病友
的关爱与祝福。

病友及家属们一致认
为，本次活动拉近了医患距
离，让他们掌握了更多知
识，同时感受到了医院的关
爱和温暖，增强了他们战胜
疾病的信心。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王碧
辉) 日前，33岁的刘先生因
尿毒症引发了右眼视力几乎
丧失，这让他十分崩溃，好在
济宁市中医院的纯中医特色
疗法帮其重见光明。

“前不久突然感觉右眼
看不见，当时并没有在意。第
二天早上，就觉得右眼前有
大片黑影遮挡，去医院检查

说是尿毒症导致的右眼眼底
出血、黄斑水肿，还有可能导
致左眼失明。”刘先生说，身
患尿毒症花光了积蓄，这下
眼睛又失明了让他感觉天要
塌了，刘先生抱着希望来到
了济宁市中医院。

经过详细检查确诊为：右
眼黄斑水肿、双眼视网膜出
血。“因患者身患尿毒症，不能
口服中药汤剂，且身体虚弱，
不能耐受手术，根据患者疾病
特点，决定给患者用纯中医特
色疗法——— 超声联合中药离
子透入中药离子导入法。”眼
科主任王芳说，根据患者的体

质及病情，涂上科室经过多年
研制的中药膏，再配制了中药
汤剂，充分浸泡纱布后敷在患
者眼上并佩戴眼罩，配合离子
导入治疗仪治疗。患者坚持做
了20天，自觉右眼视力增加，
眼前黑影范围明显缩小，视力
也有了恢复，病情有了很大的
好转，这让刘先生又对生活充
满了信心。

据了解，超声联合中药离
子透入中药离子导入法是济
宁市中医院眼科根据多年的
临床经验，总结出的一套独特
有效的中医特色治疗方法，适
用于多种复杂性眼科疾病。

尿尿毒毒症症导导致致他他几几近近失失明明
济宁市中医院“中药离子透入疗法”帮患者重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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