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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
卫健视点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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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健康委
加强公共卫生应急防控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尹 焱 通讯员钱
丽莎）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
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全面提升
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护网、筑
牢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
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在“9·28”
特大交通事故和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处置中，我市的公共卫生应急防
控体系建设经受住了考验。近年
来，市卫生健康委在公共卫生应急
工作方面，始终坚持“平战结合、常
备不懈”的原则，不断加大投入力
度、优化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卫生
应急综合能力和水平，有效推进我
市卫生应急规范化工作的建设成
果和成效。

市卫生健康委在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持续加强公共卫生应急
防控体系建设，形成“政府主导、部
门合作、机构支持、社会参与”的工

作新格局。首先，政策保障坚强
有力，打牢卫生应急扎实基础。
强化政策支持，把“不断增强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有效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纳入推进“健康
宜兴”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把卫
生应急管理工作作为市政府应急
管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建优管理
机制，出台《宜兴市卫生应急工作
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等政策文
件，成立了宜兴市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负责统
一指挥协调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调查处置工作；加大基础保
障，不断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大力
夯实卫生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其
次，体系建设精准赋能，卫生应急
协同高效。打造高效的院前急救
网络。建设了以1个急救中心为
核心、8个急救分站为基础的，覆

盖全市城乡范围的院前急救网络；
夯实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设立
市人民医院为综合类和传染病类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完善分级分类
的应急物资储备，建立了仓储式储
备和应用性储备相结合的物资储
备机制。最后，加强能力建设，彰
显卫生应急效能。在全市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和市级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挑选骨干力量和技术专家，组
建了宜兴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理专家库；开展重实效的应急
演练，近三年，市卫生健康委相继
组织开展了“中东呼吸综合征防
控”“学校食源性疾病事件应急处
置”等市级综合应急演练；开展实
用的应急宣传培训，每年分级分类
开展卫生应急管理人员培训，在加
强卫生应急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
技能培训的同时，着重加强基层卫

生应急技术骨干人才的培训。
虽然，我市卫生应急规范化建

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市公
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依然存在着
不足。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
任史中武指出，下一阶段，应加快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探索
形成与宜兴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重视
程度，强化工作统筹，扭转“重医轻
防”格局，加大卫生应急财政投入，
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建立应急
物资储备制度；促进医防融合，强
化体系建设，建设全市传染病专科
医院，做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增加急救站点和人员配置；注重实
效，强化能力建设，健全公共卫生
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好卫生应急演
练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查赛津 文/
摄）连日来，市卫生监督所积极部
署，制定细化方案，有序推进我市
2020年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工
作，有效维护群众健康权益，进一
步加强公共卫生监督执法。

据悉，“双随机”有两库，分别
是执法人员库和被检查单位库，检
查时两库分别抽取相关人员与单
位。“双随机”抽查主要针对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场所、大中
小学校、健康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等

关系百姓民生和健康安全的重点
领域和重点单位。5月25日—29
日，我市的学校卫生随机监督抽查
工作就已率先开启，市卫生监督所
对全市24所学校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措施执行情况、教学生活环
境、学生饮用水卫生管理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细致的监督检查，整体
情况较好。

6月 10日—11日，市卫生监
督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
门，对10家室内游泳场所开展“双

随机”联合检查，现场对各单位卫
生信息公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室内禁控烟、公共用品用具的消
毒、泳池水质自检、水质处理设备
维护情况进行了检查，并按规定对
各场馆的游泳池水质进行了监督
抽检，经委托检测，有2家单位水
质检测不合格，现已跟进责令整改
到位。此外，从7月20日起，市卫
生监督所已开启第二批次的游泳
场所“双随机”联合检查工作。

与此同时，6月16日以来，市
卫生监督所有序对住宿、沐浴、美
容美发、商场、影院、供水单位等
553家经营单位开展“双随机”监
督抽查。

在今年的“双随机”监督抽查
工作中，市卫生监督所克服时间
紧、任务重等困难，有机结合日常
监督检查工作，全面应用手持执
法终端、执法记录仪等信息化执
法设备，全面实行执法全过程记
录、执法结果公示等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增
强执法规范性。下阶段，市卫生
监督所将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
完成2020年“双随机”监督抽查
工作任务，及时向社会公示执法
结果，接受社会监督，促进规范我
市社会卫生秩序，提升城市卫生
文明形象，为全市人民的健康保
驾护航。

市卫生监督所推进“双随机”督查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陈 凯）日
前，72床的老朱终于能出院了，
20多天前，他因咳嗽气喘伴昏迷
被家属送至市和桥医院，通过医
院新开展的经鼻高流量湿化吸氧
治疗，以及医护人员的精心医治，
老朱的健康有了极大恢复。

20多天前的老朱一直在家
卧床，生活已无法自理，突然发生
的咳嗽气喘伴昏迷让人想来还心
有余悸。当日，经市和桥医院收
治入院后，呼吸内科的徐医师迅
速诊断，考虑为“呼吸衰竭，慢性
阻塞性肺病伴有急性加重”且合
并有其他多种并发症。病情的严
重，令人堪忧，家属当时已完全放
弃进一步转院治疗的希望，甚至
已经开始准备料理后事了。科室
团队制定了合理的治疗方案，在
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家属同
意积极治疗。在医护人员的精心
医治下，患者病情出现了好转，恢
复了简单的生活功能。值得一提
的是，在本次治疗和患者康复的
过程中，该院呼吸内科新开展的
经鼻高流量湿化吸氧治疗起了极

其关键的作用。
经鼻高流量吸氧治疗通过提

供高流量、精确氧浓度、加温湿化
的气体，来进行有效的呼吸治疗。
对吸入气体精准的加温加湿，经专
用的鼻导管系统，在设备输出的持
续高流量条件下，可产生持续的气
道正压，防止肺泡萎陷，增加功能
残气量，改善氧合。高流量吸氧在
机械通气辅助呼吸的序贯治疗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临床资
料已证明，针对大量有自主呼吸又
需要呼吸辅助的患者，经鼻高流量
治疗可以作为首选方案，在保证患
者舒适性的前提下，争取逆转病
情，减少机械通气概率。

该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谈建明
表示，该院自去年5月份开展经鼻
高流量湿化氧疗后，多位危重患者
病情有了好转，甚至有几例患者达
到了治愈。患者入院时多有昏迷、
脑缺血缺氧性改变、肺部感染等情
况，常规吸氧治疗效果不佳，予以
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后，病情均得
到有效改善，顺利出院的患者病情
稳定，无不良后遗症。

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
助力患者恢复健康

本报讯（通讯员陈 旭）心梗
逐渐呈现年轻化，近日，市人民医
院胸痛中心成功救治了一名年仅
22岁的患者，刷新宜兴地区心梗
最低年龄纪录。

7 月 9 日晚 10 点，22 岁的
小王突然出现剧烈胸痛，直冒
冷汗，被送到市人民医院急诊，
医生为他急查心电图、心肌酶
谱，发现小王竟然是急性心肌
梗死。其间，小王又发生室速、
室颤5次，急诊医生对他进行紧
急抢救。待患者生命体征稍平
稳，该院心血管内科杨松主任
团队立即为小王进行急诊介入
手术，冠脉造影后杨松发现小
王的冠状动脉左前降支90%狭
窄，血栓负荷很重，与小王家属
沟通后，决定继续行介入治
疗。经过近3小时的搏斗，杨松
终于从小王的冠脉里取出两块
红褐色血栓，同时施行了冠状
动脉内溶栓术。术后复查造影
提示，患者冠状动脉血流通畅，
其症状完全缓解。

如今，心梗越来越年轻化，对
此杨松表示，现在年轻人熬夜、作
息紊乱，吸烟喝酒、暴饮暴食，久

坐不运动，工作繁重、精神压力
大，这些都是导致心梗年轻化的
因素。相比老年人，年轻人突发
心梗更容易出现猝死。杨松解释
道，老人的心梗大部分是多年冠
心病所致，血管的狭窄状态是长
期缓慢形成的。他们的心脏已经
初步适应了缺血，部分患者都已
产生侧支循环，血流能通过“支
路”保证心脏供应。而年轻人的
心梗一旦发病，血管可能完全闭
塞，心肌梗死面积会更大，极易导
致严重并发症，甚至发生猝死。

因此，年轻人更应了解和重
视心梗的前期征兆。心梗最主要
的前兆还是疼痛。近期突发心绞
痛，或疼痛时间超15分钟，出现
胸痛发闷，走路爬楼梯时加重，休
息后缓解，都要引起高度重视。
胸痛的同时频繁想上厕所，这是
心梗相关的胃肠道反应；双眼出
现黑矇，说明心肌缺血加重，已经
影响到大脑供血；出现恶心呕吐、
心率加快，一定要马上就医。而
预防心梗尽量做到以下几点：一
是少抽烟，二是少熬夜，三是控制
不良情绪，四是三高人群注意饮
食，五是适当进行运动。

本报讯（通讯员蒋若妤）半
个月前，63岁的吴大伯半夜突然
感到呼吸困难，送医后心跳骤
停，幸得市中医医院医生及时抢
救，经过积极抢救、治疗，吴大伯
终获平安。近日，吴大伯已出
院。

今年63岁的吴大伯家住新
庄街道，近5年来，吴大伯身体一
直不大好，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前两年更是因脑梗、脑出血
后遗症导致言语障碍及右侧肢
体活动受限，今年3月还因急性
心衰住院治疗过。发病当晚11
点左右，吴大伯突然感到胸闷，
由于言语障碍，吴大伯无法有效
呼救及清楚表达自己的感受，只
得敲打儿子的房门求救。吴大
伯的儿子被敲门声惊醒，看到父
亲不停拍打胸口，想到父亲心脏
不好，赶紧开车将父亲送往市中
医医院就诊。

到急诊科时，吴大伯已是严
重胸痛、气急、呼吸窘迫，市中医
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佘皓接诊
后立即启动胸痛患者急救绿色
通道，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家
人的描述初步考虑为急性心衰
引起的呼吸困难，立即给予心电
监护，脉氧饱和度监测并进行心
电图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患
者氧饱和度仅为 70%（正常为
95%以上），意识障碍、呼吸形态
异常，心电图显示心房颤动、ST-
T改变，佘皓立即给予气管插管、
机械辅助通气。整个过程中患
者心率一直下降，甚至发生骤
停，医护人员立即对其进行胸外
按压、静脉推注肾上腺素，经过
大家的努力，1分钟后吴大伯心
跳恢复，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松了
一口气。在进行深静脉置管、急
诊CT及血生化检查后，吴大伯
转入 ICU进行监护治疗。入院
后，吴大伯被诊断为急性左心衰
竭，在ICU接受了强心、利尿、扩
血管、抗感染、纠正内环境等治
疗后，吴大伯神志转清，第二天
顺利撤机、拔管，经评估呼吸、循
环稳定后转入心血管科进行进
一步治疗。

市中医医院副院长、急诊兼
ICU主任万国强副主任医师介绍
说，急性心衰是急性发作或在慢
性左心功能不全的基础上加重的
左心功能异常所致的心肌收缩力
降低、心脏不能有效地将回心血
量排出，从而引起肺循环充血而
出现心源性呼吸困难等症状的临
床综合征，急性心衰会引起严重
的呼吸困难，造成身体多器官缺
氧，救治不及时往往会危及生
命。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在日常生
活中，要注意保持心态平衡，避免
情绪波动，饮食上建议低盐、低
脂，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并按
医嘱规范服药，一旦出现呼吸困
难等情况，要及时就医。

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
挽救22岁小伙生命

男子半夜
心跳骤停

医生及时抢救
转危为安

7月28日，市中医医院向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赠送了6630克中药防暑茶饮和1100多个中药防流感、防
蚊香囊，为广大公交驾驶员和市民的出行，送去一份清凉舒适和健康保障。据悉，这些中药香囊和防暑茶
饮，均由该院名中医根据时令养生要点，精选二十多种中草药分别配方，并由医务志愿者利用休息时间赶制
而成，具有清心防暑、防蚊驱蚊、预防时疫等功效。 (通讯员 潘 静 摄)

中医送健康中医送健康

近日，市和桥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活动邀请无锡
明慈心血管病医院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义诊服务，义诊内
容涉及心内科、心外科以及消化内科等。

（通讯员 周敏育/文 崔 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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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卫生监督所党支部组织党员同志前往西渚镇
白塔村，参观学习于伶纪念馆。在馆中，党员们认真学习
了于伶先生生平事迹，观看了于伶所用工作、生活物品，个
人传记、手稿等宝贵资料。 （通讯员 陆丽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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