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自化工

院区呼吸尘肺科开展纤维支气管镜以

来，科室多次选派医护人员到上海长

海医院腔镜中心进修学习，科室在主

任李宝华的带领下成立了支气管镜医

疗及护理团队，开展无痛支气管镜的

诊疗技术，使支气管镜诊断和治疗方

面迈上了新台阶。

目前呼吸尘肺科已经成功地开展

了组织活检术、支气管内异物的钳取、

细胞刷检术、肺泡灌洗术、局部止血、

支气管美容、病变部位腔内药物注射

等多项技术，大大提高了肺部疾病临

床诊断率及纤维支气管下介入治疗。

减轻病人痛苦的同时也让患者少走了很

多弯路。

6 月 13 日，一位 51 岁的女性患

者，因“咳嗽、胸闷、气短 20 天，加

重伴胸痛 2 天”来到化工院区呼吸尘

肺科。外院肺部增强 CT显示其左肺上

叶舌段支气管欠通畅并有不规则实变，

考虑肺癌合并阻塞性肺不张，右侧胸腔

有少量积液。血气分析：动脉血氧分压

[PO2(T)] 57.00 mmHg。在腔镜中心

行支气管镜检查过程中可见左主支气管

肿物完全阻塞气道。李宝华主任与科室

医生潘微微、护士吴美黛、王姣共同合

作，娴熟操作，并应用钳夹清除技术成

功为这名左主支气管腔内阻塞患者清除

癌肿，开通气道，左肺恢复了通气，同

时留取标本送检。患者不适症状得到了

及时缓解，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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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1 周年，弘扬先进、

树立典型，进一步动员广大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不断加强党员队伍建设，6

月 28 日下午，市中心医院在连山院区

七楼会议室隆重召开“七一”表彰大会。

市卫健委党组副书记王克非、院领导班

子成员、各级党组织委员及部分党员参

加了大会。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会上，党委副书记杨英华宣读

了表彰决定，对医院 2021 年度的先

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

务工作者进行表彰，并颁发荣誉证

书。

随后，传染病医院传染科护士
长张玉芹代表优秀党员发言，作为

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她以

亲身经历回顾了抗疫一线的工作。她表

示，岗位就是战场，党员就是先锋，要始

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扛起责任、经受

考验，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充分践行医护人员的

初心与使命。

最后，市中心医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刘馨发表讲话，他对医院党委过去一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今后的医疗

服务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各级党组

织要提高政治站位，高举思想旗帜，深

化理论武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政治

信仰，锤炼政治忠诚，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二是持续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常态化，继续将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与提升业务水平相结合，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提高

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意识，

更好地为病人和家属解决切身问题。三

是广大党员要对标先进、学习先进、赶

超先进，忠诚担当，奋力拼搏，以实干践

行初心使命，继续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心聚力

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继续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凝心聚力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市中心医院庆“七一”表彰大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为迎接

全国第 21 个安全生产月的到来，市

中心医院于 5 月 31 日召开全院安全

生产月动员大会，大会以视频会议形

式召开，全体中层及以上干部参加。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馨发表讲话。

会议由副院长于铁峰主持。

会议首先由于铁峰宣读市中心医

院出台 2022 年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

产滨城行活动方案。刘馨就医院安

全生产工作做重要讲话。他表示在

疫情形势仍胶着不定、复产复工仍

在紧张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召开此
次会议，是希望大家能以此次会议

为新的起点，打起精神，加快复产

复工步伐，以保安全、保稳定、保

运营为目标，齐心协力，努力完成

今年的工作任务。

刘馨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三方面

意见：一是要提高认识，认真开展好

安全生产月活动；二是要扛起责任，上

下一心确保安全生产；三是要坚定信

心，迎难而上争取最终的胜利。他强

调，目前医院正处在攻坚克难的历史发

展关键期，安全生产关乎医院未来、职

工福祉，当前保证安全生产、维护大局

稳定是第一要务。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

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形势，一级带动一

级，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医院的工

作部署上来，以更加坚定的信心，以更

加务实的作风，以更加有力的措施，快

速推进医院复工复产，实现医院的安全

稳定健康运行，促进医院在高质量发展

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随后，刘馨代表院安委会与部分

职能科室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

状。最后，于铁峰结合目前医院安全

生产形势，做出进一步的工作部署，

他要求全院各科室一是要认真传达、

高度重视，确保工作抓实抓细；二是

要担当履责、全面排查，加强隐患

排查治理；三是要营造氛围、加强

培训，合力打造平安医院。他强调

各科室要围绕“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这一主题开展相

关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本次会议

和刘馨院长讲话精神，采取有效措

施，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

安全生产管理，加强隐患排查治理，

严防死守，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确保全院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平稳，为医院高质量发展创造

和谐稳定的环境。

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6 月

16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 2022 年“安全生产日”和“安全

生产滨城行”活动，旨在普及安全生产

常识，提高人民群众安全素质和安全意

识。市中心医院紧急医学救援队响应号

召，参与了“安全生产咨询日”宣传活动

及卫生应急知识技能培训。

市卫健委卫生应急与安全生产办

公室主任李永利，市中心医院副院长于

铁峰，应急办主任佟亮参加了本次活

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咨询台，接受群众

现场咨询，分发宣传资料，在进行应急

装备展示的同时还为群众讲解卫生急

救知识和培训自救互救技能。紧急医学

救援队员王红讲解心肺复苏和海姆立

克急救理论知识，救援队队员进行具体

的操作展示，动作规范，耐心示教，手把

手教授在场群众动作要领，纠正不规范

动作，现场气氛热烈，赢得了群众的热

烈好评。

本次活动向公众展示了市中心医

院应急救援能力，使公众对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卫生应急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促进了我市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

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提高了全民应急安全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

推广应急知识 助力安全生产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今年的 6

月 6 日是第 27 个“全国爱眼日”，活动

主题为：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共筑“睛”彩

大健康。为大力宣传全年龄段全生命期

眼健康的重要意义，重点关注儿童青少

年和老年人两个群体，全方位科普青少

年近视、白内障、眼底病等眼病防治（控）

知识，提高眼健康知晓度，积极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要求，在“全国爱眼日”来

临之际，市中心医院眼科组织医护人员

深入基层，开展线下眼健康科普教育，开

展光明中心“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

眼健康宣传义诊活动，为中老年人眼底

疾病进行科普和筛查，做到早治疗早发

现。通过网络云科普进行主题为守护

“睛”彩世界，点亮光“明”未来的云直播

活动，大力宣传爱眼知识，促进人民群众

的眼健康水平提高。

为进一步呼吁全社会增强爱眼护眼

意识，普及爱眼护眼知识，在“关注眼健

康，生活更精彩 ”义诊活动中，龙湾眼科

门诊联合龙湾院区第一党支部及龙湾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爱眼日当天共同

在一号小区公园内举行健康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利用专业仪器设

备，为前来义诊的群众进行检查，帮助

附近居民排查白内障及黄斑变性，并给

予相应的检查和指导。向来诊人员进行

知识普及，宣传如何注意用眼卫生、怎

样进行眼睛锻炼等常识，为居民们提供

常见病咨询、筛查、问诊等服务，积极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引导患者科学就医。

另外还为有需求的群众测量了血糖及
血压。

在“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 ”义诊

活动中，连山院区眼科门诊携手光明中

心组织举办了“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

道”的免费眼底病筛查义诊活动,为老年

人送上眼健康好礼。并针对现场每个人

的健康状况提出指导建议，详细解答有

关眼健康方面相关知识。

眼科应邀接受辽宁省眼科医学会组
织的线上云科普直播活动，开展了主题

为守护“睛”彩世界，点亮光“明”未来的

云直播活动，倡导儿童近视防控，呵护眼

睛，拥有光明未来。提倡三要和五不，三

要：读书写字姿势要端正，眼与书本的

距离要保持一尺，连读写四十分钟左右

要休息片刻，或向远处眺望一会儿。五

不要：不在光线太暗或光线过强的地方
读写，不在动荡的车厢里、走路时看

书，不连续长时间读写，不趴在桌子上

读写或躺在床上看书，不看字体太小或

印刷不清的书。树立真性近视只能

“控”不能“治”的基本认知。

据了解，此次全国“爱眼日”的活

动，广泛的开展了眼健康科普教育，

倡导眼病的早防、早筛、早诊、早治。

切实履行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受到

广大市民好评！通过开展爱眼日专题

宣教及义诊活动，倡导“每个人都是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加强

了群众的爱眼护眼意识，贯彻落实

《“ 十 四 五 ” 全 国 眼 健 康 规 划

（2021-2025 年）》，市中心医院眼科

将持续大力宣传关注全年龄段全生命

期眼健康的重要意义，立足本职工作，

用实际行动守护光明。

关注普遍眼健康 共筑“睛”彩大健康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端午节

当天，一名 3岁幼儿误吞 1 元硬币，所

幸送医及时，市中心医院多个医护团队

协作，顺利取出异物，保证了患儿生命

无恙。

6月 3日夜，连山院区耳鼻咽喉科

医生刘学值班时接诊了来自建昌县的
一名 3岁患儿。孩子玩耍时误吞一元硬

币，家长发现后紧急把孩子送往当地医

院就诊。影像报告显示，食管上段间一

类圆形高密度影，边缘清晰，直径大小

约 25mm。影像提示，这名患儿的食管

上段有异物。因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无

法予以取出，家长携患儿前往市中心医

院诊治。食管异物存在风险，若不及时

取出，容易造成穿孔、破裂，继发感染。

为了不耽误患儿的救治，医院开启绿色

通道。值班护士长徐敏、护士王倩积极

为患儿及家属办理了住院。

患儿到院后突然开始恶心、呕吐、

咳嗽、无法讲话、面色潮红，出现呼吸窘

迫症状，刘学以海姆立克法急救患儿，

防止窒息，救治同时王倩联系了田亮医

生，田亮接到消息后迅速赶往医院，待

患儿病情稳定后，值班医生通知手术室

护士张婧、李强做好术前准备，通知麻

醉师曹鹏协助麻醉。

所有医护集结完毕，立即着手做好

术前准备，随后麻醉科医师给患儿实施

保留自主呼吸全身麻醉。手术开始，医

生操作儿童专用食道镜进行检查，进镜

至距患儿门齿 15cm 探查食管仍未见

异物，怀疑异物已进入胃中，担心食道

镜探查过深会对患儿造成副损伤，遂

术中请示耳鼻咽喉科主任黄永宁，在

黄主任的指示下，行术中影像检查。影

像科医生孙法铭来到手术室给予协

助，发现异物向下移位卡在食道贲门

口上端。有了影像的定位后，医生进镜

至距患儿门齿 20cm 处，终于找到硬

币，并成功取出，取出后观察患儿消化

道黏膜无明显损伤，且生命体征稳定。

孩子转危为安，家属悬空的心终于安

放，向医护人员连连道谢。术后，医院

对患儿进行回访，目前情况良好，孩子

没有任何不适。

针对此类现象，黄永宁指出，耳鼻

咽喉科每年都会收治各种各样吞食异

物的患者，误吞的东西千奇百怪，如枣

核、牙签、鸡骨、鱼骨等，异物暂时停留

或嵌顿食管，因误吞异物的种类繁多，

导致处理方式多样，潜在的风险及并发

症不断升级，若处理不及时或处理不当

会产生严重后果。尤其是儿童，有异物

进入气管严重时可引起孩子窒息，异物

进入消化道滞留时间过长可引起孩子

消化道梗阻、胃肠穿孔、消化道出血等

后果。所以一定不要给孩子硬币、磁力

珠以及小块儿玩具玩，毛绒玩具上也

要注意小配件是否结实，尽量让孩子

远离异物，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生儿童

误吞异物，家长们千万不要尝试给孩

子吃大量东西，强行将异物往下咽，这

样很可能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损害，

带来严重后果，应该立即赶往医院就

诊，在医生的指导帮助下将异物取出。

如不及时就医，异物很可能随着胃肠

蠕动，游走到十二指肠降段以下，耽误

治疗时机，尤其是尖锐的异物，可能穿

透消化道管壁或刺破管壁以外的组织

或血管，引起出血、感染等并发症，甚

至威胁到生命安全。

幼儿误食硬币 医疗团队合力救治成功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为了进一

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能力，医院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着力为群众办实

事，解决百姓看病难，缩短就医等待时

间。近日，市中心医院新引进的 2台西

门子 3.0T 磁共振分别在连山院区和龙

湾院区正式投入临床使用。

该设备具有超清晰的图像、扫描序

列的顶级优化，超静音以及先进顶级的

多通道线圈，尤其是乳腺线圈、膝关节

线圈、全脊柱内置线圈、全腹部线圈、肩

关节线圈等均达到较高诊断级别，有效

地填补了医院原有两台磁共振的不足。

据放射科主任桑亚荣介绍，本机优

点突出，性能卓越，安全舒适，除进行全

身所有常规扫描外，对以下疾病更具特

色：能够对直肠、前列腺、子宫颈、乳腺

等病变进行高分辨扫描检查及准确的

肿瘤分期；

能够把臂丛神经、骶神经、三叉神

经、位听神经及耳蜗进行 1 毫米的高

分辨扫描重建；对心脏及心肌等病变更

是精准诊断；功能成像具备弥散、磁敏

感、全身灌注、波谱等一应俱全；噪声低，

无辐射。

目前，市中心医院共拥有核磁共振

4台，技师、医师、护理团队皆由资深及

技术过硬人员负责，全部经过专业进修

学习及系统培训，同时还依托全国网上

会诊平台，患者可以足不出院就能享受

顶级专家的医疗服务，获得最准确、最

全面的诊断。MR检查24 小时为患者
服务，新设备投入使用后，极大缩短了

预约等待时间。

本报讯 记者曹迎新报道 为改善

患者就医环境，促进优质资源整合，

连山院区感染科老年病科整体迁至龙

湾院区，更名为龙湾院区感染科老年

病二科。门诊位于龙湾院区门诊楼 2

楼全科呼吸诊区；病房位于龙湾院区

2 号楼 3 楼。科室已于 6 月 10 日正

式接收患者。

科室现开放床位 27 张(含普通病

房、抢救病房)。拥有医护人员 21人、

医师 8 人，其中主任医师 1人、主治

医师 5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5人。护

理人员 13 人。科室配备了心电监护

仪、心电除颤仪、心电图机、高流量

氧疗、气垫床、输液泵等先进的诊疗

仪器及抢救设备。

搬迁后的感染科老年病二科以全
新的面貌展现在百姓面前，崭新的病

区、先进的设备、整洁的病房，以及一

群默默奉献的可爱天使竭诚服务于患

者。软硬件整体“升级”，将让这个蓬

勃向上的集体迎来换羽启航的新征程。

诊断再添利器：两台 3.0T 核磁共振投入使用

龙湾院区感染科老年病二科开科
无痛支气管镜精准助力诊疗

日前，市中心医院已有 9台核酸采

样工作站投入使用，连山院区四台，二

部、惠民广场、传染病医院、灯光球场、

中央路公园等处各一台。该站分为信息

登记处和采样处，工作时站内各有1名

医护人员负责信息登记、核酸采样。医

护人员通过长臂胶手套采样，可实现采

样全程“零接触”。内部配有正压新风

系统、高效过滤系统、紫外线消杀设

备、空调等设备，能有效保护核酸采样

人员安全，提升医护人员舒适度。千层

净化可减少防护物质消耗，提升检测效

率，尽最大可能满足和便利居民出行等
个人核酸检测服务需求。

据了解，在后疫情时代，各地将结

合实际需求，将核酸采样工作站就地转化

为志愿服务驿站等服务群众场所，甚至可

以装上AED（自动体外除颤仪），从临时性

“核酸采样小屋”转换为“便民全能小屋”，

成为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

龙湾院区血液透析室占地 1800

平方米，拥有透析端口 80 余个，可容

纳 80 台血液透析设备，建设布局完全

符合国家感控标准，不仅能接纳普通

透析患者，还能满足患有乙肝、丙肝疾

病的尿毒症患者治疗，是我市唯一一

家为感染患者配置血液透析滤过机的

透析中心，可以满足患者最充分的透

析治疗，拥有可进行急危重症透析患

者使用的 CRRT，医护技术全面，经验

成熟。在疫情期间，成熟的CRRT治

疗经验，让尿毒症患者得到了更高标

准的透析治疗，践行了白衣天使的责

任与担当！

目前，龙湾院区透析室已经全面复

工复产，透析患者快速增长，龙湾血液

透析室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不

断提高市三甲医院血液透析中心的综

合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为基层透析中

心保驾护航！ （王诗旭 摄）

全能便民核酸采样工作站投入使用 龙湾院区血液透析中心全面复工复产

出台 2022年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滨城行活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