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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
卫健视点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

杜鹃花开杜鹃花开杜鹃花开

图片新闻

本报讯（记者尹 焱）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在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指挥部的领导下，市卫健
委始终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积极
当好主力军。3月以来，市卫健委
着力从复工复产、入境人员管控、
重点人员管控等方面，持续开展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筑起疫情防
控的坚强防线。

针对复工复产，市卫健委印发
了《宜兴市企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应急处置方案》，指导我市企
业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监测及对发
热、呼吸道症状人群的处置；指导
和规范我市企业新冠肺炎疫情应
急处置工作；有效控制新冠肺炎在
我市企业传播和蔓延。据市卫健
委职业健康科科长郭文峰介绍，主
要检查企业防疫物资准备、外来人
员进厂人员登记、日常消杀、食堂
用餐等方面的情况，目的是督促企
业将相关防疫措施落实到位。郭
文峰称，3月以来，由市卫健委副主
任应和君带队，已连续前往我市近
千家企业进行检查。截至目前来
看，主要负责人思想上重视，返岗
人员管理到位，防疫物资储备充
足，预防性消毒消杀工作落实并且
能够坚持，但仍存在部分问题：个

别企业进厂体温测量流于形式，未
设置临时隔离场所，消毒药水使用
不规范等。对所存问题，工作人员
都当场提了相关要求，督促企业进
行了整改。

另外，随着境外疫情的暴发，市
卫健委制定《致宜兴在海外人员的
温馨提示》，开展对无锡苏南硕放机
场转运专班慰问、人员轮换调整、防
护物资保障以及撤离后隔离休整工
作。并及时抽调医务人员参与市里

组织的转运专班，对上海口岸回宜
的入境人员实行24小时转运，为我
市疫情防控筑牢第一道防线，确保
做到“外防输入”。同时，动态跟踪
全市各板块居家隔离人员，每日上
门进行体温监测，做好健康宣教和
心理疏导，确保做到“内防扩散”，并
完成了3月1日后入境来宜人员倒
排以及核酸检测工作。

对于重点人员做好管控，市卫
健委广泛深入调动乡镇卫健办、基

层医疗机构人力，通过科学安排、
强化指导、精神鼓励、物资保障等
多措并举，建强基层防控队伍，扎
牢基层防控网络。在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领导下，卫健
系统共组织了近90名医务人员，与
公安、交通和志愿者们一起，组成
卡口工作组，对全市13个卡口开展
24小时的管控。目前继续保留了
对宁杭高铁宜兴站等4个卡口开展
人员测温等防控工作。同时，市卫
健委落实重点地区来宜人员核酸
和血清检测工作以及14天内重点
地区来宜人员核酸检测工作。全
市各乡镇（街道）卫健办、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市疾控中心，对
4月8日以后重点地区来宜人员，在
采集鼻咽拭子标本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同时，采集血清标本测定
特异性IgM和IgG抗体，进一步做
好重点地区来宜人员的健康服务
管理工作。

此外，市卫健委多措并举，抓
好学校防控、特殊场所防控。下阶
段，市卫健委将继续加强群防群
控，结合复工复产实际，加强监测，
确保管控到位，也将加大防疫知识
科普宣传力度，指导公众科学防
护，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本报讯（通讯员汪 丽）日前，
无锡市总工会对2019年度全市劳
动和技能竞赛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
了表彰，其中宜兴市急救中心车管
科获得“无锡市工人先锋号”称号、
邵俊和史文敏分别获得“无锡市五
一劳动奖章”“无锡市五一劳动创新
能手”称号。同时，宜兴市急救中心
调度科还被宜兴市总工会授予“宜
兴市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据悉，2019年，宜兴市急救中
心先后组织了在该中心以及全市
范围内的技能大赛，并组队参加
无锡市院前急救技能大赛，一举
拿下15个奖项。同时，代表无锡
县级120参加江苏省院前急救技
能大赛，获得团体二等奖和三个
个人二等奖的好成绩。

此次获得无锡市总工会的表
彰，与市急救中心始终坚持不懈强
化技能训练，打造急救匠人是分不
开的。作为由10名女职工和2名
男职工组成的调度科，自成立以
来，接听电话8万多次，派车25000
多趟，运用MPDS分级优先调度系
统帮助孕妇在家里分娩成功，处理
哽咽、创伤等危重症患者数千例，
在平凡的岗位上，用智慧和汗水撑
起了“半边天”，展示了新时代的巾
帼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蒋若妤）“谁
能想到吃个枣子会出这种事
呀！”近日，躺在市中医医院脾胃
肾科病房内，王婆婆对前来查房
的医生说道。日前，王婆婆因误
吞枣核致食管穿孔、化脓，所幸
医生在内镜下成功取核，现王婆
婆恢复良好，已康复出院。

今年76岁的王婆婆家住屺
亭街道，前几天，她边晒太阳边
吃枣子，没想，刚吃第一颗，王婆
婆就在吐枣子皮时不慎将枣核
吞了下去。虽然当时没觉得有
任何不适，但她心里总有个疙
瘩，万一枣核卡在哪了可怎么
办？王婆婆想，都说鱼刺卡了喉
咙，吞点米饭可以把鱼刺压下
去，于是赶紧吃了两大瓤柚子，
希望也可以将枣核压下去。两
瓤柚子下肚，王婆婆觉得应该没
事儿了，也就没将这件事告诉家
里人。可过了两天，王婆婆总觉
得胸部不太舒服，喉咙有点疼，
胃口也不好了，于是，王婆婆才
将自己几天前误吞了枣核的事
告诉了儿子。得知这一情况，王
婆婆的儿子赶紧带母亲来到市

中医医院就诊。
门诊医生了解病情后，赶紧

让王婆婆做了个胸部CT，检查显
示其食管上段有异物，食道穿孔
伴炎性改变，纵膈也有炎性改
变。“老年人因咽部感觉减退，枣
核卡住后可能感觉不明显，在家
拖了几天，枣核横着卡在食道上
段，已经导致食道穿孔、化脓，如
果再拖几天，很可能就会导致感
染性休克。”市中医医院内镜室
主任吴国琦副主任中医师说。
在采取禁食、护胃、营养支持等
治疗后，王婆婆接受了内镜下食
管异物取出术。

吴国琦说，近年来，被枣核卡
住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不在少
数，其中有部分患者和王婆婆一
样，因为大意，到医院时往往错过
了最佳治疗时机，使得内镜下操作
风险大大增加。在此，吴国琦提醒
广大市民，当怀疑自己被鱼刺、枣
核、鸡鸭骨头等卡住食管时，要停
止进食，由家属陪同前往医院，情
况紧急或行动不便时可拨打120
急救电话，切不可在家采取喝醋、
咽饭团等方式自行处理。

本报讯（通讯员李 靖）近
日，市善卷骨科医院环科园院区
为一位百岁老人成功实施了右
股骨髁上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手术，经过近半个月的精心治疗
和护理，李老太太于日前康复出
院。此例手术的成功开展，标志
着医院对高龄手术患者的麻醉
管理、围手术期管理和手术技术
水平等综合能力又迈上一个新
台阶。

患者李老太太家住屺亭街
道，今年已100岁高龄，原来老
人身体一直很健康，不料一个
月前步行时不慎滑倒摔伤，导
致骨折，在外院检查确诊为“右
股骨髁上粉碎骨折”，后转至市
善卷骨科医院环科园院区治
疗。由于疼痛剧烈，老人入院
时很痛苦，无法翻身，精神状态
也较差，家属很担心老人的身
体状况，对其完全治愈不敢抱
太大希望。“接诊这样的百岁老
人，手术难度大，我们确实感到
如履薄冰。”该院创伤骨科吕小
飞主任介绍，首先病人的年纪
大，骨质疏松症非常严重，加上

是粉碎性骨折，因此骨折的复
位和固定难度很高，加之老人
还有其他一些基础疾病，麻醉
及手术治疗的风险相当大。考
虑到保守治疗需要持续牵引、
卧床至少两个月，其间还会出
现褥疮、肺炎、尿路感染等一系
列并发症，因此保守治疗并不
是最优选择。

在吕小飞的主持下，医院组
织骨科、内科和麻醉科等科室专
家多次会诊进行手术评估。其
间，医生跟患者家属进行过多次
沟通交流，在征得家属同意后，
最终决定采取右股骨切开复位
方法行骨折内固定术。为减小
麻醉对老人全身状况的影响和

缩短手术时间，该院麻醉科采用
了对技术要求很高的神经阻滞
麻醉，麻醉过程很平稳，一个小
时的手术很顺利，术后拍摄的X
线片显示骨折复位良好，非常稳
定，术后患者的疼痛明显缓解。
手术后第二天，老人就可以在床
上进行下肢屈伸功能锻炼，可以
翻身、坐起，看到老人这么快恢
复行动能力，家属高兴之余，对
医护人员特别感激：“多谢医生
的妙手医治，老人才能恢复得这
么快。”经过积极的功能锻炼和
抗骨质疏松等治疗，术后一周，
老人便重新扶拐站立，目前老人
伤口愈合良好，疼痛明显减轻，
并已康复出院。

本报讯（通讯员周广辉）4月
16日下午，市人民医院召开第九
届科技大会，该院全体领导班
子、中层管理人员、医联体单位
领导等近200人参与大会。

据悉，本次大会主题是：传
承发展、守正创新，实施“三名”
战略，谋划三甲医院学科和人才
发展。该院副院长周光明主持
大会，院长葛志军作2019年度科
技创新工作报告，并部署了今年
各项目标任务。

大会上，葛志军院长肯定了
2019年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对新
的一年发展提出了要求。他指
出，现阶段是医院科技创新工作
的新机遇期，但同样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新挑战，全体医务人员必
须瞄准前沿，准确把握医院科技
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真
抓实干，加强人才培养和学科内
涵建设。葛志军表示，医院将进
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投入机制、
激励机制及成果转化机制，全力
助推专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此外，大会还对省市级重点
专科、重点科研项目负责人进行
了表彰与奖励，院领导班子为获
奖科室及项目负责人颁奖。科
技创新是事关医院二次创业，事
关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事业，
只有坚定信心、脚踏实地、主动
担当，才能实实在在地推动该院
科技创新不断迈上新台阶。

多 措 并 举
市卫健委持续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市急救中心
喜获多项表彰

市人民医院
召开第九届科技大会

善卷骨科医院成功
为百岁老人实施骨折复位固定手术

对高龄、患各种慢性病的老
年人来说，病理性骨折是老年人
最常见的骨折，其基础主要是骨
质疏松，一旦发生骨折，将严重
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
因此老年人一定要积极规范地
进行骨质疏松的防治，同时注意

预防跌倒。一旦发生骨折，应积
极预防骨折引起的褥疮、肺部感
染、下肢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如
果条件允许，应尽早手术治疗，
减轻疼痛，争取早期行肢体活
动，可以避免或减少各种并发症
的发生。

疫情无情人有情。为感谢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对孩子在
隔离期间的悉心照护，日前，归国留学生小徐家长到集中医学观察
点，向观察点工作人员赠送了锦旗。 （通讯员 江 南 摄）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卫健委
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和部署，进
一步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
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院前急救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近日，市急
救中心领导带队，由各科室负
责人、专业维保团队组成的检
查组对该中心消防设施、配电
间、电梯、调度指挥室、机房、行
政办公区域、急救分站、应急物
资仓库及急救车辆等安全设施
场所开展了一次安全生产全面
大排查。

（通讯员 汪 丽 摄）

安全检安全检查查
消消隐患隐患

>>>温馨提示：

险！七旬老太误吞枣核致食管穿孔
赞！医生内镜下成功取核化险为夷

随访专家护健康随访专家护健康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何复诊检查对于有些患者而言就成

为困扰他们的一件难事。日前，市善卷骨科医院组成随访专家组
深入我市宜城、丁蜀等地对出院时间较长、行动不便、子女不在身
边等来院复诊困难的8位出院患者进行院后实地随访。随访中，
医生们根据不同病情给出相应的康复治疗意见，得到了患者家属
的肯定。 （通讯员 李 靖 摄）

隔离不隔情隔离不隔情

市卫健委副主任应和君带队查市卫健委副主任应和君带队查
看企业防疫情况看企业防疫情况 （（市卫健委供图市卫健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