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近日，检

验科率先引进辽宁省首台 ICP-MS 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该设备可以实

现多元素同时检测，具有灵敏度高、分

析速度快，可以直接对血液样品进行检

测，成为了临床最为推荐的微量元素检

测方法之一。

质谱检测系统集全自动、高灵敏

性、高稳定性等特点于一身，能够一次

性筛查 30 多种物质，其中包括：必需元

素检测（16种）钠、钾、钙、镁、磷、锂、铁、

锌、铜、钼、铬、钴、锰、镍、硒、铝。重金属

元素检测试剂盒（5 种）汞、镉、砷、铅、

铊。碘（血、尿）等能够为临床提供全谱

矿物质精准检测，不仅确保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提高检测效率，而且极大提升

了实验室的检测能力。

微量元素在人类的生长发育及代谢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人的生存和健

康息息相关，摄入过量或缺乏都会引起人

体生理异常，同时它们也可以作为人体内

某些疾病的检测指标。那么，什么是微量

元素？缺乏微量元素有哪些表现？

微量元素是什么？微量元素是相对

主量元素（大量元素）来划分的，人体中

存在量极少，低于人体体重 0.01%的矿
物质称为微量元素，如铁、锌、铜、碘、

溴、硒、锰等。这些微量元素在体内的含

量虽小，但在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作用是

非常重要的。准确检测微量元素，可预

知身体状况，尤其是儿童、孕妇、免疫力

低下人群和老年人。

微量元素缺乏的主要表现。缺钙：

抽搐、骨软化症、佝偻病等；缺铁：面色

苍白、乏力、烦躁、注意力难以集中，记

忆力减退、免疫功能下降；缺锌：免疫力

降低；味觉减退、厌食、食量下降；记忆力

下降、发育落后；缺硒：缺硒影响体格发

育、近视；严重缺硒会导致心血管病；硒过

多会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如脱发、指甲

脱落、疲乏无力等。

近年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凭

借其高通量、高特异性、高灵敏度的特

点，在医学检验领域飞速发展，在临床

生化检验、临床微生物检验、免疫检验

等方面都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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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为提高医

院服务水平，改善患者就医体验，9 月

8日，市中心医院连山院区综合服务中
心以崭新的面貌正式呈现在滨城百姓面

前，这是市中心医院落实“以患者为中

心”，有效解决百姓看病难的又一项便

民举措。

新落成的综合服务中心位于连山院

区 B 座一楼门诊大厅，开放式的服务

平台集门诊、医务、医保等服务于一

体，以提升患者就医感受为宗旨，为广

大百姓提供高效、便捷、顺畅的人性化

服务，真正实现医疗服务前置化、透明

化，免去广大患者院内奔走之苦。具体

服务项目包括： 全面的“门诊服务”，

门诊就诊咨询；老年就诊服务：提供老

年就诊咨询、就医引导，提供花镜、轮

椅等便民措施；门诊诊断书审核、盖

章；门诊退费审核；门诊预约挂号等预

约服务。

可提供便捷的“医务服务”如：住

院患者补办常用检查报告单及影像片申

请；住院患者信息更正，如患者姓名修

改等；住院患者城镇低保身份确认申

请；出院诊断书审核、盖章；死亡证明

盖章；住院病志复印预约等。

可提供细致的“医保服务”，如提

供医保相关问题的全面咨询服务，涵盖

医保工作的全部内容。

据了解，市中心医院党委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全面启动党史

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争作

贡献促振兴”实践活动，把为人民服

务理念落实到医院发展、建设、治理

的全过程，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总

结经验、对照现实、推动医疗工作结

合起来，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

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根本宗旨，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

用，结合各部门实际，立足本职岗位

为人民服务，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

手，从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抓起，

从群众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医疗服务全过程的困难事、

患者的烦心事，增强患者就医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医院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把察民

情访民意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第

一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门诊及临床一

线，广泛听取患者意见，了解患者需

求。聚焦患者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

在的普遍性问题，聚焦发展亟待解决的

痛点难点问题，聚焦长期未能解决的历

史遗留问题，研究并提出了“我为群众

办实事、争作贡献促振兴”具体的落实

措施、重点事项。综合服务中心既是医

院改善服务流程、提升就医体验的重要

举措，也是医院党委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十件实

事之一。综合服务中心的投入使用，将

成为医院为民服务精细化、规范化的开

始。接下来，随着综合服务中心功能的

不断完善，将会有更多、更细致的服务

在综合服务中心一站式完成，让患者体

验更便捷、更优质的服务。

以患者为中心 为群众办实事
———市中心医院连山院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市中心
医院互联网医院自 2020 年 12 月 9 日

上线运行以来，在相关科室及广大医

护的共同努力下，通过持续的功能升

级与流程优化，实现了线上、线下诊

疗的紧密融合，成为我省在线专科最

多、分科最齐全、入驻专家最多、最

便捷的一站式互联网医院之一。8 月

30 日，为进一步满足广大群众多方位
就医需求，互联网医院正式开通“护

理、药师免费咨询”业务，首批 12 名

护理专家和 4 名临床药学专家线上为

您答疑解惑。这是市中心医院继互联

网医院实现“结核患者药品免费配送”

后开通的又一公益性特色服务。

免费咨询就诊流程：关注葫芦岛

市中心医院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

“医疗服务”选择“互联网医院”，进

入互联网医院页面点击右上角“护理、

药师免费咨询”栏，然后按要求完成

您的信息填写。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

并结合专家的专业擅长选择适合您的

专家开展咨询。

护理学免费咨询业务范围包括：

各专科疾病的护理指导；各专科疾病

的健康教育；自然分娩相关咨询、产

前检查项目相关咨询；特殊患者的饮

食指导；其他护理相关知识解答与指

导等。

临床药学免费咨询业务范围包括：

各专业、各类别合理用药相关问题；

药品正确使用问题；药品不良反应问

题；药品政策问题；医院是否有某种

药品及药品价格等问题；其他与药品

相关问题。

截至目前，医院互联网医院设置

有“在线复诊”和“护理、药师免费

咨询”两大业务。“在线复诊”共开

设 39个学科，96 个互联网线上门诊点
位，注册互联网医生 467 名，处方审

核药师 73名。“免费咨询”开设护理

和临床药学 2 个学科，首批注册互联

网护士 12 名，注册互联网临床药师 4

名。

目前互联网医院已经实现的功能：

图文问诊；在线支付；处方开具；处

方前置审核；药局窗口取药；药品快

递配送；检验项目开具；窗口抽血化

验；放射检查项目开具；窗口登记检

查；功能科检查项目开具；功能科前

台登记分诊；取药、检查、检验院区

选择；线上退费；财务窗口退费；在

线住院办理；在线处置开具；结核药

品免费配送；护理、药师免费咨询；

互联网医院服务患者满意度评价等。

互联网医院建设，既是医院提供

“让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服务

的新举措，又是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减少人员聚集，降低到医院就

诊感染风险的有效措施。

互联网医院再添“护理和用药免费咨询”新服务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为培养高

素质、标准化、规范化的微创手术队伍，

为医生提供发展平台，缩短微创手术医

生成长周期，8月 24 日下午，葫芦岛市

腹腔镜微创手术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仪

式在市中心医院临床能力训练中心举

行。省卫健委健康服务中心分级诊疗办

公室主任宋扬，省人民医院科教处于国

宁处长应邀参加。市中心医院院长张贺

林，副院长于铁峰以及 17名首批学员

参加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科教科隋海

勇科长主持。

开班仪式上，于铁峰向省卫健委健

康服务中心、省人民医院及北京博医时

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对这次培训班的大

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同时表达了此次

培训班开班的目的，并向参加学员致以

殷切希望，希望大家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确保圆满完成学习培训的各项任务。

宋扬主任充分肯定了本次培训班开

班的重大意义，并希望学员们抓住这次

机会，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掌握技术，服

务百姓。

省人民医院于国宁处长向学员介绍

了腹腔镜培训的经验。随后，合作单位

讲师对本次培训班安排进行了详细说
明，并对培训课程、培训设备等进行了讲

解。

微创外科以其创伤小、失血少等特

点近年来发展迅速，腔镜技术作为其重

要的组成部分，可同时检查和治疗，其

适应症逐渐扩大，是近年来微创外科手

术领域的一个革命性的发展。

此次培训，学员利用真实便利的训

练硬件和现场服务指导等便利条件，可

熟练掌握腹腔镜操作技术，具备缝合、电

刀、超声刀等各项操作技术，并具备一定

血管裸化的能力。本次培训班采取 17

选 6 模式，最后 6 名学员完成培训课

程，为期 8周。

此次培训班充分应用市中心医院腔

镜微创手术训练系统，使医院手术医师在

本院利用碎片化时间即可参加高规格的培

训，从而提高临床医师腔镜技术水平，同时

为年轻医生的成长打造了良好的平台。

腹腔镜微创手术第一期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9 月 18

日，市中心医院消防救援实战综合演练

在龙湾院区举行，此次演练旨在全面提

高医院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
救能力。市消防局指导科刘晓光科长，

龙港消防大队张灏曦大队长，市卫健委

卫生应急与安全生产办公室李永利科

长应邀出席活动。院长张贺林，副院长

陈志新观摩演练。来自龙湾院区广大医

务人员以及消防海星中队部分官兵 40

余人参加演练活动。

本次演练是医院消防部门会同龙
湾院区部分临床科室联合开展，演练紧

贴灭火救援实战要求，围绕发生火灾科

室人员报警、灭火、疏散，消防控制室接

警、启动灭火应急预案、消防设施，微型

消防站人员出警、现场使用灭火器、铺

设水带灭火、搜救人员等进行模拟演

习。演练结束后，医护人员又与海兴消

防中队官兵在院内停车场进行模拟火
灾消防水带出水扑救及灭火器使用实

际操作。整个演练各个环节紧张有序，

衔接紧凑，参与人员反应快速，处置高

效，演练取得了预期效果。

本次演练是对消防控制室、微型消

防站人员及广大医护人员消防安全操

作技能的一次检验，一次考核，使大家

在实践中学到了消防安全技能和本领，

有力地提升了消防人员、医务人员之间

的团队协作能力。通过此次演练，进一

步提升了医护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疏散逃生技能，增强大家快速应变能

力，真正把消防安全工作落实到实处，

达到了预期目的。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日前，由

市中心医院胸外科主办的辽西地区首届

肺癌诊疗 -- 肺小结节研讨会在龙湾院

区六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提高肺

小结节诊疗能力，规范肺癌术后靶向治

疗为目的。来自朝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白

舒副院长团队、锦州市中心医院胸外科

李天阳主任团队以及葫芦岛市中心医

院肿瘤内科梁红主任团队共计 40 余位

胸外科及肿瘤内科专家同仁共同参会。

市中心医院胸外科主任谷长春主持会

议。

会上，与会专家分别作了学术讲

座，针对肺小结节诊疗，肺癌术后靶向

治疗等相关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在病

例讨论环节，与会专家从各自学科角度，

深入分析，提出各自见解。会议紧扣学科

发展前沿，现场学术氛围浓厚，研讨内容

精彩纷呈，让与会人员获益匪浅。此次会

议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市中心医院胸外

科规范化建设，为我市肺癌诊疗一体化

中心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近年来，甲状

腺结节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呈“井喷式”增长

趋势，发病率19%-68%，其中7%-15%为

恶性。沿海地区更是高发。随着生活节奏的

加快，生活压力的加大，年轻人发病率更是

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女性更为多见。

在临床上对于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结
节处理和预后均不同，因此，术前评估甲

状腺结节的良恶性尤为重要。超声引导

下细针穿刺抽吸细胞学检查（FNA）以

其能获得结节内的细胞甚至组织进行病

理学诊断，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且操作简单、安全、经济，临床应用广泛，

诸多权威指南将 FNA推荐为鉴别甲状

腺良恶性结节的首选方法。

市中心医院龙湾院区内分泌科开展

甲状腺结节活检穿刺术5个月余，完成穿

刺术30余例，患者满意度100%，成功率

达95%，病理回报率93%。其中发现3例

甲癌，输送手术科室进一步治疗，为术中

术式的选择提供有力指导。

今年6月，龙湾院区内分泌科收治一
名女性甲状腺结节患者，该患者既往曾行

甲状腺结节切除术治疗。现另一侧又长出

结节，而且短时间内结节增长迅速，具有恶

性征象。以往发生相似的情况，需进行手术

来进行确认。但该患者刚行乳腺癌手术，身

心俱疲，免疫低下，活检穿刺不用开刀即能

完成诊断，是当下最好的选择。经沟通后，

患者及家属都十分认可。术中，由于结节位

置靠近下极背侧，位置较深，外周及内部血

流丰富，为了给病理科更多的诊断依据，内

分泌医护团队进行了多点位多次穿刺提取

涂片。术后跟踪病理结果为良性。这不仅使

患者得到有效的检查，免于开刀之苦，更进

一步明确了临床治疗方向。

龙湾内分泌科自开展甲状腺结节活
检穿刺术以来，对甲状腺结节性质的鉴

别积累了丰富经验，科室也在持续追踪

结节变化。如遇到超声提示短期内迅速

增长的结节；或 TI-RADS 2 级，结节

直径≥2厘米；或 TI-RADS 3 级，结节

直径≥1.5 厘米；或 TI-RADS 4 级以

上结节，一定要明确结节性质，以便进一

步采取有效的治疗。

甲状腺结节穿刺 一针鉴定良恶性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8 月 24

日，市中心医院紧急医学救援队部分

队员来到龙港区消防救援大队，为消

防官兵们传授卫生应急知识。

紧急医学救援队焦斌医生围绕心
肺复苏 （CPR）、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以及中

暑、地震、车辆涉水自救等内容进行

了理论培训。紧急医学救援队曹鹏、

刘继业两位医生手把手教授官兵们进

行心肺复苏术和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具

体操作。消防官兵们学习积极性高涨，

每个人都亲自上手，熟练体验急救的

方法，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培训，让

官兵们更加熟练和牢固地掌握了卫生

应急知识。

医疗救护是新时期消防现代化作

战和社会化的要求，发展医疗救护在

消防救援队伍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培训让消防队员们了解和掌握了

救援现场初期医疗救援技术，提高了

他们自救互救的能力，此次培训更是

一次消防救援技术领域和医学领域的
有益交流，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为双方在今后的救援行动中能更好地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

应急救援队走进龙港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培训

开展微量元素检测，推动质谱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

举行消防灭火疏散应急综合演练

辽西肺癌诊疗———

肺小结节研讨会成功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