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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监督所
开展春节疫情防控督查工作

杜鹃花开杜鹃花开——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

日前，市官林医院在院内设立多点志愿者服务。春节假日期间，
志愿者为无法自主操作自助机的老年人提供指导帮助，协助老年人
完成“苏康码”申领，对未携带“苏康码”或身份证的老年人，开通人工
通道，并开展人工流调，确保流调信息可追溯。（通讯员 周欣月 摄）

医护札记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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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垃圾分类，共筑生态文明，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日前，
市第二人民医院总务科医务人员对工友进行集中培训，指导他们正
确投放生活垃圾。图为垃圾分类培训现场。 （通讯员 甘 芝 摄）

市人民医院
多学科联合会诊救治患者

本报讯（记者尹 焱 通讯员包
青松）在辞旧迎新的节日期间，市
卫生监督所根据上级疫情防控要
求，坚守岗位，周密部署，依法开展
春节疫情防控督查工作，督促各单
位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为春节
献上特殊的祝福，保证人民群众安
心过节。

联合督查促落实。市卫生监
督所按照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部
署，抽调13名业务骨干，与市纪委
监委、公安等部门开展两轮疫情防
控联合督查，采用“四不两直”方
式，针对住宿场所、商场超市、浴
室、影剧院、医疗机构、网吧、高校、
培训机构、快递物流、企业等疫情
防控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环
节，督促落实体温测量、健康码查
验、口罩佩戴、消毒清洁、人群防聚

集以及规范疫苗接种和核酸检测
等防控措施。据统计，此次共督查
146户次，督查中发现的163条问
题现场整改到位，提出限期整改意
见42条，要求各单位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依法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科
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节日巡查不放松。春节长假
期间，该所坚持“监管不间断、巡查
不放松”。综合疫情防控形势和上
级工作要求，制定春节期间专项疫
情防控巡查方案，做到合理安排，
每日巡查。7个巡查小组，聚焦集
中式供水单位、宾馆、商场超市、影
剧院和医院、门诊部、诊所等重点
单位重点场所，共巡查121户次。
巡查中，督促做好节日期间疫情防
控工作，落实入口处健康码查验、
体温测量、人员口罩佩戴，场所内

通风换气、消毒清洁，日常个人防
护物资储备，医疗机构预检分诊、
消毒隔离、医废处置，入院患者及
陪护人员等重点人群筛查和“应检
尽检”等疫情防控工作措施。

春节坚持值守在岗。该所完
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应急值守工
作，领导带班，监督员轮流在岗值
班，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
保通讯畅通、值守到位。值班人员
到岗到位到责，积极处理值班期间
的各项工作，及时传达处理上级指
示和紧急通知，做好值班记录及安
全管理工作。接到投诉举报，及时
向带班及分管领导汇报。安排专
人每日做好值班信息报送，保障应
急车辆和防护用品。一旦发生突
发事件能高效应对、妥善处置。

“回头看”保整改。该所在疫

情防控巡查督查中发现问题，均提
出责令整改要求，能够当场整改
的，督促当场整改到位，不能当场
整改的，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或行
政指导文书，督促限期整改到位。
为防止春节期间部分单位和人员
疫情防控意识松懈，防控措施落实
不到位，卫生监督员针对前期巡查
督查发现问题的23家单位，开展

“回头看”检查，抓好整改措施的落
实，42条限期整改意见全部整改到
位，疫情防控不留死角。对检查中
发现存在违法行为的1家单位，依
法实施行政处罚。

2021年，市卫生监督所将充分
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
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毫
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监督
检查，进一步巩固防控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潘 静）春节
是亲友欢聚、共享天伦的日子，然
而，在市中医医院，医护人员还是
和往常一样，坚守在自己的工作
岗位上，并及时救治了一胃癌穿
孔患者。

2月16日（大年初五）上午，
一辆救护车在市中医医院急诊大
门停下，当天值班的路健主治医
师和孙燕主管护师立即迎了上
去。患者是一名77岁的老太太，
面色苍白，表情痛苦，查体全腹压
痛、反跳痛明显，腹肌高度紧张。
路健询问家属得知，患者吴老太
有脑梗塞、房颤等病史，长期服用
阿司匹林。近一个月来，因反复
出现上腹疼痛，陆续服用了20多
粒止痛片。当日上午，吴老太自
诉疼痛加剧，难以忍受，家人连忙
拨打120将其送医急救。

根据患者的病史和症状，路
健考虑消化道穿孔的可能性较大，
立即予以全腹CT、血生化等检查，
并查验了血型和凝血功能，为急诊
手术做好准备。全腹CT显示，腹
腔内有大量游离气体，提示消化道
穿孔。路健立即联系胃肠外科值
班的主治医师朱爽前来会诊。

“科里刚收了一个消化道穿
孔，需要急诊手术……”当朱爽在
科室微信群发出“集结令”后，胃
肠外科主任医师黄志敏、主治医
师周志刚、夏骏等火速赶到了医
院。经过高效的术前准备和良好
的医患沟通，吴老太被推进了手
术室。虽然已到午餐时分，但医
护人员都顾不上吃饭，立即“全副
武装”上了手术台。

煦暖阳光下，人们在踏青访
友、欢度春节，而无影灯下，一台
与死神鏖战的急诊手术正在紧张
进行。术中，医生探查发现，患者

的胃窦小弯侧近幽门处，有一处
直径3cm左右的穿孔，边缘组织
僵硬水肿，胃后壁和结肠系膜浸
润粘连，胃酸、食物残渣等通过穿
孔漏进腹腔，引起弥漫性腹膜炎，
腹腔里到处都是脓液……令主刀
医师黄志敏倒吸一口凉气的是，
这不是一例普通的消化道穿孔，
而是胃癌引发的穿孔。由于癌肿
已经发生了转移，再加上急诊手
术来不及等核酸报告，医护人员
都穿戴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护
目镜，使手术难度成倍增加。术
中，部分医护人员由于空腹上台，
出现了低血糖反应，喝糖水补充
能量后，又坚持手术。医护团队
持续奋战了3个多小时，手术终于
顺利完成。

术后，浑身插满管子的吴老
太被送进 ICU 接受重症监护治
疗。据 ICU主治医师陈婷介绍，
由于吴老太的身体状况比较差，
存在房颤、心功能不全、脑梗塞后
遗症、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多种原
发疾病，胃癌穿孔后又引发弥漫
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等，治疗难
度相当大，但经过 ICU医护团队
的积极救治，目前吴老太神志清
醒，生命体征渐趋平稳，已脱离呼
吸机。

“春节期间，我们ICU收了十
几个危重病人，每天都忙得像打
仗。”陈婷说，虽然大家都没能好
好休假，有时半夜还要赶来抢救
病人。但看到这些病人一天天好
转，还是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只
能舍弃普通人的安逸假期。我们
的坚守和付出，能换取千家万户
的健康团圆，再苦再累都值！”这
是许许多多在临床一线，默默奉
献着的白衣天使们共同的心声。

本报讯（通讯员蒋 骞）一年
一度的新春佳节，本是和家人团
聚的日子，但是随着国内疫情多
点频发，使得新冠肺炎疫情的形
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面对最
新的疫情防控要求，春节期间，
市第五人民医院各科室对住院
病房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并借鉴
网络平台，帮助患者与家属“云”
团聚。

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
理”。精神疾病患者是一个特殊
的弱势群体，日常治疗中，医生
也提倡家人陪伴治疗法，因为家
人的陪伴会对病情的治愈起到
一定促进作用，医务工作者平时
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中听到最多
的便是“我可以打个电话回家
吗”“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等，长
久的心里疏导也只是暂时的“定
心丸”。因疫情防控要求，该院禁
止家属进入病区探视，但是由于
精神科病人的特殊性，长久与家
人的分离，会让精神病患者变得
更加焦虑、紧张，思家情绪也会愈
发浓烈。为此，该院精神科借鉴
网络平台，专门准备了工作手机，
并创建工作微信号。科室将住院

患者的家属添加到微信群里，对
需要进行探视的家属提供温馨的
云探视服务，让他们在规定的时
间可以通过微信视频通话的方式
与患者“云”见面，用小小的屏幕，
使患者与家属实现“零距离”的沟
通，传递满满的亲情。

2月6日，精神科三楼就出现
了这样温馨的一幕：83岁的闻老
太通过云探视服务与家人进行
了“见面”。“妈，现在疫情形势特
殊，我们没法来医院看你，不能一
起过春节，你在那里安心休养，家
里一切都好，不用担心，你要多听
医生护士的话，早日康复，我们等
你回家。”透过屏幕，家属也感慨
道：“有你们这么贴心的服务，我
们也方便了许多，有你们细心的
关心与照顾，我们做儿女的也安
心了，谢谢你们。”

疫情无情人有情，爱心暖心
见真心。该院精神科本着以人
为本、关爱病人、关心家属的原
则，推出云探视服务，不但有效
阻断了无情的病毒，也架起了患
者与家属交流的桥梁，同时还增
进了医患、护患之间的感情，为
病人的康复提供新的方法。

这个除夕，是市急救中心成
立以后的第三个跨年夜，715急救
车组已经是第三次在救护车里跨
年了。我是市急救中心715急救车
组组长。我和我的伙伴小季、老
裴、715号救护车已经是第三次一
起跨年了。早上8时，和上一班的
同事互道一声“新年好，明年见”，
24小时的工作就此拉开序幕。

淡定妈妈与“傻”爸爸

呼救者是一位孕晚期的妈
妈，长辈们先回乡下准备年夜饭，
家中只余小夫妻两个，正当他们也
准备下乡时，妈妈却发现自己见红
了。这位妈妈非常的淡定，但爸爸
却是个“傻”爸爸。在将淡定妈妈
移到担架时，就听到这位爸爸踏踏
踏凌乱的脚步声，并不时地在家中
各角落传来喊声：

“老婆，产检卡在哪？”“在饭
桌上蓝色文件袋里。”

“老婆，社保卡在哪？”“在产检
卡一起，不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吗？”

“老婆，钥匙我找不到？”“傻”
爸爸冲到淡定妈妈面前手足无措
地说着。“不是在你手里吗？”我们
急救员眼尖地发现了钥匙的藏身
之所。“哦，哦，哦，在这呢！”还没
说完，自己就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转运途中，我给淡定妈妈
吸好氧，抬高臀部，询问着孕史。
淡定妈妈说本想过完年就去医院
待产，正好生个新年宝宝。我笑
着打趣道：“可能是宝宝想着现在
出来正好赶上家里的年夜饭吧！”

“醉酒”的心梗患者

一天下来忙忙碌碌没有停
歇，到了晚餐点终于背靠到了椅
子，食堂阿姨给我们端来了年夜
饭，有鱼，有肉，有甜汤，还有春

卷，馋得我口水是“飞流直下三千
尺”，迫不及待下筷子。

还没来上几口，任务铃又响
了。一看调度单，“主诉：醉酒”。顿
时心里就很无语，我们这才开吃，您
那就醉了？到了现场，患者已在家
门口被搀扶着等我们，我定睛一看，
这患者一脸痛苦面容，满头冷汗，一
手还捂着胸口，恐怕不是醉酒。

心电图刚刚显示出波形，我
心道：不好，这是急性心肌梗死的
表现，患者随时有生命危险！全
体成员默契配合，短短的 4 分钟
内，12 导联心电图、监测生命体
征、吸氧、开通静脉通路、测血糖、
阿司匹林300mg嚼服，通知医院开
放绿色通道，准备急诊手术，就已
全部完成。这时我们为患者争取
的每一分钟都将是在和死神赛
跑。当我们与院内医生详细交接
后准备撤离时，患者已经更换好
手术服准备进入手术室。

回 到 站 点 ，年 夜 饭 已 经 冷
了。但生命逝去不能回来，年夜
饭冷了，微波炉热一下还能吃。

悲伤的爷爷

调度台给我的病情单上写着
“没有呼吸”，这代表着最危重的
情况，也代表了我们将要打一场
硬仗。我们一组人扛着呼吸机、
拿着急救箱、拎着除颤仪飞奔到患
者身边的一瞬间，我的心就凉了。
阿婆死亡至少已经4小时以上了。
爷爷坐在一旁手足无措，悲伤从布
满皱纹的脸庞溢出，祈求的眼神让
我们的心情沉重无比。

结束了这单任务，我们都努
力调整心态，因为作为一个专业
的急救人，不能将上一次失落带
入到下一位患者的救治中去。

（市急救中心 杨 倩）

本报讯（通讯员徐俊兰）医
院的诊疗能力不仅在于各个科
室的诊疗水平，更体现在学科间
的无间配合。多学科联合会诊
（MDT）就是连接各脏器的心血
管系统，它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
垒。日前，市人民医院就通过多
学科联合会诊，顺利完成手术，
救治了一患者。

黄女士因自觉腹胀至外院
查B超提示盆腔肿物，CT提示右
附件浆液性或粘液性囊腺癌可
能，遂转至市人民医院妇科就
诊。入院后，黄女士妇科检查显
示，其右附件区包块 10cm×
10cm，没有压痛。肿瘤标志物
CA199及CA125偏高，CEA明
显升高。CT示盆腔多发占位，降
结肠脾曲周围肠管壁增厚，考虑
MT可能，肝多发病灶，考虑转移
瘤。肠镜检查提示结肠肠腔狭
窄，黏膜呈橘皮样改变，无法进
镜。结肠活检病理提示：绒毛
状-管状腺瘤。

妇产科主任朱红娣了解情

况后立即组织了科内讨论，并请
普外科钟玉兵医生会诊，多次商
讨病情，并与放射科多次沟通、
反复阅片，考虑恶性肿瘤可能性
大，结合CT影像及肠镜结果，考
虑为结肠癌肝转移，盆腔包块为
卵巢转移性肿瘤可能，但亦不能
排除更为罕见的双癌可能。肠
镜活检未获得肿瘤病理依据，可
考虑手术探查或B超引导下穿刺
活检，但穿刺活检仍有得不到肿
瘤依据可能，结合辅助检查均提
示肠道梗阻可能，有手术指征，
与患者家属交代病情后其亦积
极要求手术探查。

于是，该院妇科、普外科、手
术室等多方协调，做好充分的人
员和器械准备。该院诊疗团队
协作进行联台手术，术中发现盆
腔双侧附件、肝脏、左半结肠均
有肿瘤侵犯，且累及左肾包膜，
胰腺下缘。在科室的协力合作
下顺利完成了手术。术后患者
转入普外科进行后续管理，目前
正在恢复中。

救护车里的跨年夜
春节期间医护坚守岗位
胃癌穿孔患者幸运获救

近日，市中医医院联合宜
兴邮政分公司 ，开通了中药、
体检报告快递上门便民服务
（目前配送范围仅限宜兴市行
政区域内）。此举旨在为就诊
者解决代煎中药等候时间长、
往返医院取体检报告不方便
等问题。

图为药剂师和快递员交
接代寄中药。

（通讯员 潘 静 摄）

代寄便民暖人心代寄便民暖人心

医院暖心服务
助力患者家属“云”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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