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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月4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张勇 高爽)

2021年12月27日，在济医附院

血液科病房内，患者周女士正在

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出仓后的

后续治疗，除了因为手术的正常

反应导致其皮肤有些发黑外，周

女士的精神状态十分不错，和家

人聊天时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而在去年10月份，她在外院治疗

时还曾被断言存活期只剩下最

后一两个月。

前期，53岁的周女士因咳

嗽进行体检时被查出患有急性

白血病，这个晴天霹雳般的坏

消息让一家人难以接受，随后

的日子里，周女士和家人奔波

于上海等地求医。但没想到的

是，她在进行化疗时又突发急

性阑尾炎，导致身体状况迅速

变差。

对于健康人来说，得了阑尾

炎只需要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手

术切除就可以了，但周女士身患

急性白血病，体内白细胞和中性

粒细胞极低，不具备手术条件，

因此带来的感染还会导致她休

克甚至死亡。

“当时告诉我们说生存期不

会超过两个月了，心灰意冷之

下，我们便带着她回到了济宁。”

周女士的家属介绍，腹部的疼痛

让其夜不能寐，抱着最后一丝希

望他们来到了济医附院血液科，

在经过检查后，周女士的不少指

标已经亮起红灯。

“入院后，患者白细胞数目

低至0 . 25，中性粒细胞数目也低

至0 . 07，情况非常差，随时都有

阑尾穿孔、脓毒血症、休克的风

险，白血病不治好，阑尾炎也只

会越来越重。”济医附院血液科

主任张颢坦言，经过科室专家讨

论，患者活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

尽快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万幸的是，周女士的弟弟和

她配型成功，并且为全相合，

细胞数量和活性均符合临床

移植的标准。“患者刚来的时

候非常虚弱，我们通过抗感染

治疗和支持营养治疗，同时过

渡饮食，让患者状态得到恢

复，也达到了造血干细胞移植

手术的条件。”科室主治医师

杨春燕介绍。

与此同时，科室专家团队

精心制定了多版移植方案，不

断推敲改进，2 0 2 1年1 2月1 4

日，周女士正式进入移植仓并

在6天后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移

植。术后，医护团队一直对其

进行抗感染治疗，防止因炎症

导致进一步感染。“远远超出

了我们家属的预期，从没想到

恢复效果会这么好。”握着张

颢的手，周女士家属因感谢之

情激动地难以言表。张颢介

绍，下一步，科室医护人员将

继续根据患者的恢复情况制

定调整后续治疗方案，让术前

难以解决的急性阑尾炎尽快

得到全面治疗。

造血干细胞移植，打破生命“死局”
济医附院成功为急性白血病合并阑尾炎患者完成移植手术

医护人员查看周女士恢复情况。

本报济宁1月4日(记者 郭
纪轩 通讯员 陈伟 刘守标

付民峰 ) 近日，邹城市人民
医院核医学科启用仪式举行，这
填补了邹城市核医学学科建设
空白。优势学科的建设培育，进
一步提升了医院的综合服务能
力，为百姓在家门口就医提供了
便捷条件。

核医学科是利用放射性核
素所发出的射线诊断和治疗疾
病的临床前沿学科，是医院现代
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该院巨资引
进的美国GE公司SPECT/CT
机，是目前较为重要的核医学仪
器，高端先进，功能强大，通过注
入放射性药物，探测不同组织间
的分布差异，SPECT的功能显像
与CT的解剖结构图像完美结合
后，提供机体组织器官的代谢、
功能和解剖信息，不仅对细胞、
器官功能和代谢检测具有精准
的辅助诊断力，更清晰、更早期
发现病灶，判断疾病的性质及发

展程度，同时放射性核素对疾病
的治疗也具有简便安全、靶向性
强、全身毒副作用小和疗效确切
的优点。高端仪器的投入使用，
开启了该院分子影像诊治新时
代，同时填补了邹城市相关专业
肿瘤放射性核素诊断和治疗的
空白。

据悉，该院核医学科可对
骨、甲状腺、心脏、血液、淋巴、肾
脏、消化道等多个系统部位功能
进行检测，为内分泌、消化、泌
尿、心脑血管、神经、血液等各系
统疾病制定个性化方案，协助临
床科室作出正确诊断和精准治
疗。

邹城市人民医院核医学科日前正式启用

“核”护健康，填补区域空白

核医学科正式揭牌。

本报济宁1月4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何双胜) 近
日，任城区妇幼保健院被济宁市
残疾联合会认定为三级残疾儿
童定点康复机构。

评审中，专家组对任城区
妇幼保健院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的基础设施、康复特色及成效、
师资配备和人才梯队建设等给
予充分肯定，顺利通过评估验
收，经过公示程序，被认定为三

级智力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
构。

任城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
复中心是2003年成立的全市首
家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儿童康
复机构，被济宁市政府定为“济
宁市贫困家庭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定点单位”,2011年被评为“济
宁市重点学科(专业)”，2012年
成为山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项目第一批准入机构，是“中国
残联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救助项目”和“山东省贫困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定点服务机
构，承担着国家级、省级、市级三
级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2013年承办全国“推广残疾儿童

康复服务新模式暨现场经验交
流会”。结合工作实际率先探索
出由政府主导，残联、民政、卫
生、康复服务机构及社会爱心企
业参与的“五位一体”助残运行
新模式，得到中国妇儿工委和中
国妇幼保健协会的认可，并授予
全国“残疾儿童康复培训基地”
荣誉称号。

下一步，任城区妇幼保健院
将以此为新起点，依据自身专业
优势，进一步提高康复服务质量
和管理水平,推进儿童康复事业
发展，确保残疾儿童得到安全、
规范、有效的康复服务，让更多
患儿尽早康复、走进学校、融入
社会。

本报济宁1月4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孟丽 魏含)

近日，金乡县人民医院组织产
科医护人员进行子痫应急预案
演练。

演练模拟过程中，医护人员
从患者接诊、诊断疾病、抢救过
程，再到评估判断治疗效果、终
止妊娠的时机，整个流程紧张有
序，一气呵成，配合默契，演练圆
满完成。

此次演练，提高了医护人员

协同配合处理紧急突发事件的
能力，规范和加深了医护人员处
理常见突发事件的处理流程和
意识，增强了团队及多学科协作
精神，促进了应急预案的进一步
完善，提高应急预案的适用性，
为进一步保障患者医疗安全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子痫是分娩期严重并发症，
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最严重的
阶段，子痫抽搐进展迅速，是造
成母儿死亡的一项主要原因。

本报济宁1月4日讯 (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刘茂龙 王
良身 曹长城) 日前，汶上县苑
庄卫生院召开安全生产“开工第
一课”专题会议，做好医院安全
生产工作，有效杜绝因员工精神
状态不佳、设备故障运行、安全
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引发各类安
全事故。

会议由医院党支部书记刘茂
龙主持，副院长王良身传达了相
关通知和《汶上县苑庄卫生院安
全生产职责清单》，结合医院近年
来发现的事故安全隐患让员工受
到更形象、更直观的教育。随后与

各科室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对
节后返岗工作的员工进行安全知
识再教育、再培训，唤醒返岗员工
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安全操作技
能，让员工心理意识从放假过渡
到工作上来。同时开展设备设施
全面维检工作，加强对大型设备、
特种设备、电气线路、安全设施、
消防应急设施、危险化学品装置
等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

各科室负责人纷纷表示一定
深入贯彻落实会议内容，在今后的
工作当中继续本着对医院高度负
责的精神，切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的落实。

本报济宁1月4日讯 (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王倩 田贺 )

日前，济宁市院前医疗急救工
作质量评估检查组骆彤一行来
到微山县人民医院督导检查院
前急救工作。

检查组首先以应急演练形
式对该院院前急救院前沟通、流
行病学调查、出车反应速度、跌
倒腰伤患者转运、车载药品物品
的配备及出诊医护人员的急救
知识及能力进行考评。随后，检

查组在120调度室通过查阅资料、
现场提问等方式对医院院前急
救工作流程、药品设备管理、业
务学习培训、疫情防控落实、突
发事件演练等方面进行全面细
致的检查，并对急救工作人员进
行了心肺复苏技能考核。

专家组组长骆彤一行对该
院院前急救工作做出的成绩给
予肯定，同时也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和不足进行反馈并提出整
改意见。

任城妇幼通过三级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评审

综合实力获认可，惠及更多儿童

守护生命，沙场练兵
子痫急救演练挺默契

上好开工“第一课”
筑牢安全思想防线

院前急救不松懈
急救督导看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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