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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成功实施

显微镜下肿瘤切除术

近日，神经外科成功为一名脑内巨大占位

患者实施显微镜下肿瘤切除术。

50多岁的孔大爷因头痛难忍，被家人急忙

送到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神经外科治疗。经全面

检查，发现孔大爷脑内巨大占位、中线移位明

显，随时会有生命危险，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治

疗。神经外科主任周永军向家属交待病情，取

得了家属的手术同意后，立即组织神经外科专

家团队完善术前准备。在准备手术的时候，患

者突然出现意识不清，考虑患者出现梗阻性脑

积水，立即给予右侧脑室外引流术。术后患者

逐渐清醒，随即在显微镜下为患者实施了精准

肿瘤切除术，手术顺利结束。术后患者积极乐

观，恢复速度较快，现已痊愈出院。孔大爷临

走时不忘逐个感谢医护人员，并为神经外科团

队点赞！ 冯乐

神经内科二病区开业了

近日，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

开业了！

经过两周的房屋整修、仪器设备、药品及

人员的调整等准备，在院领导的关心支持及各

职能部门的大力帮助下，原病房焕然一新，设

施设备到位齐全，病房安静整洁。

张大姨是来住院的第一位患者，大姨被头

痛困扰多年，近期因劳累病情加重，早上来医

院就诊，当天就住进了新开张的神经内科二病

区，大姨高兴的说道：“以前犯了病都得等好

几天才能住上院，这下好了，随到随住！而且

病房里舒适安静，晚上休息的也好，很适合我

们患脑血管病的病人。”

神经内科二病区的开业，缓解了住院难、

等待时间长的问题，获得了患者及家属的一致

好评。 杜晓

内分泌科组织糖尿病知识讲座

为了让患者正确认识和对待糖尿病，2月

18日，内分泌科组织糖尿病知识讲座。科主任

王秀臻为病友们做了糖尿病健康讲座，给大家

介绍了糖尿病及其危害，并分别从科学饮食、

合理运动、科学用药、加强监测、接受正规教

育、心理健康、预防并发症等各个角度指导大

家如何防治糖尿病。

此外，内分泌科制作了精致的胰岛素注射

提示卡，让患者能时刻看到；通过微信公众号

的文章推送，丰富患者对糖尿病的认识；直观

的食物模型，让患者更好的配合治疗、减轻糖

尿病的折磨。希望通过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

让患者远离“糖魔”的困扰，健康快乐享受每

一天。

据悉，内分泌科每周五定期组织糖尿病知

识讲座。 孙梦醒

互联网医院开通就医新模式

为方便患者就医，2018年，信息科按照医

院信息化建设规划，建设了基于微信端的互联

网就医咨询以及用药咨询服务，逐步建立起网

上诊疗服务平台，为就医患者和家属开辟一条

就诊新通道。

2019年，门诊预约挂号也将接入微信服务

号，微信平台将逐步完善患者的网上就医流

程，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 陈红旭

检验科开展细菌性阴道病联合检测

为了更好地满足临床及患者的需求，近

日，检验科开展细菌性阴道病联合检测。

细菌性阴道病(简称BV)，是育龄妇女最

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之一，其发病率有逐

渐增高的趋势。细菌性阴道病联合检测对细

菌性阴道病进行系统性的筛查和治疗，可以

反映出细菌性阴道病的感染情况，对于保护

广大妇女身体健康，提高生育水平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 贾美萍

科教科组织2018年度

外出进修人员汇报会

近日，科教科组织2018年度外出进修人员

汇报会。副院长李其海，医务科、科教科、护

理部、门诊部等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和相关

专业人员共200余人参加此次汇报会。

汇报会上，在协和医院、北医三院、天坛

医院等省级以上医院进修学习的11位优秀骨

干，以PPT的形式进行了详实的汇报，分享了进

修过程中学到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进修

人员给予表示，通过进修开拓了眼界、增强了业

务水平，明确了自己今后学习与努力的方向。汇

报会后，副院长李其海进行了点评。 刘立军

科 室 动 态

“融”出惠民新作为
——— 对话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院长曲勇

(上接第一版）肿瘤防治中心的业务链

条，上游主要是肿瘤的早筛，“低剂量CT肺

癌筛查培训示范基地”、“中国肺癌防治联

盟肺结节诊治分中心”先后成功落户医院，

通过人工智能的工具，开展肺结节的筛查、

宫颈病变筛查等疾病的早筛，挽救了患者的

生命，更挽救了一个家庭。早筛的原则就就

是手段要多、项目要全、诊断要准、反馈要

快，跟踪要紧。中游为规范化的放疗、化

疗，引进先进的直线加速器，通过靶向治

疗、中医治疗、免疫治疗，及热疗、臭氧的

治疗手段满足肿瘤患者需求。医院的多学科

会诊，在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成为品牌，以解

放军301医院副主任医师施伟伟为主，以病人

为中心，聚多个学科之力，家属参与，制定

性价比最高的治疗方案。下游主要以舒缓治

疗和安宁的护理为主。

记者：我们留意到，近年来北大医疗淄博

医院的外聘专家团队深受患者好评，请院长介

绍一下目前的合作情况好吗?

曲勇：对外聘专家，我们的期望是“不求

所有，但求所用”，而外聘专家也不希望自己

成为“飞刀”。这些国内顶尖的知名专家来到

这里，更多的是为了造福基层患者，为了实现

自身技术的价值感、成就感。我们为外聘专家

提供最适宜、最便利的工作环境，专家也为我

们带人员、带技术，目前合作关系紧密，满足

了周边患者的就医需求。外聘专家还积极跟我

们下基层义诊，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仁医精

神，他们从技术和医德上，都为我们的医护人

员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在北大医疗特聘专

家的帮助下，不仅促进了医疗技术的快速提

高，而且带来了良好的医德医风，培养了人

才，增强了竞争实力，医院迸发出强大的发展

动力。

【健康淄博】点评：

大医之道，至精至微。对医院来说，没有

医疗技术的创新精进，救死扶伤就是一句空

话，只有不断探索、研究，不断攀登医学高

峰，才能不断突破已有藩篱，消除患者的病

痛。走精诚之路，北大医疗淄博医院的每一名

医者都与医院一起创新成长。

致力“仁”字，惠民立院

记者：医患关系是医院中最基本、最重要

的一种关系，围绕这一话题，医院如何应对和

展开自身的动作，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的

呢?

曲勇：医院扎根山铝多年，我们对自己的

要求是，离患者更近，让服务更暖。

2018年，医院的服务更趋细致、规范，也

更与国际接轨。在北大医疗产业集团的帮助

下，携手新加坡国际管理学院实施“优质服务

体系建设工程”，强化了全员“大服务”意

识，遴选、培养内训师队伍，参与服务管理。

尤其是针对山铝及周边地区具体情况，医

院开展了居家护理，让老年、慢性病、长期卧

床、晚期临终、行动不便等患者在家中即可享

受到专业、安全的医疗服务；开展“CICARE

沟通”，标准化、流程化、亲情化的护患沟

通，让患者感受到了更多的善待与尊重；各科

室开展的特色护理服务举措，形成了专科服务

品牌。

记者：在以病人为中心、致力追求患者满

意度的同时，医院还做了大量社会公益活动，

近年以来，医院的惠民思路是怎样的?

曲勇：“坚持公益性，惠及咱百姓”这是

医院的惠民宗旨。我们希望做一些有情怀、有

胸怀的事，真正地为百姓健康做好服务。

多年来，医院精心公益，持续开展公共卫

生查体、“两癌”筛查、“肺结节”筛查等公

益活动。与南定镇卫生院、杨寨镇卫生院等6

家基层卫生院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人才培养、

学术交流、业务查房、提供消毒供应与微生物

检测业务来支持促进乡镇卫生院的发展，让患

者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上一级医院的医疗服

务。医院还积极响应市卫健委“第一村医”号

召，选派两名医师深入到乡镇开展工作，带动

了基层医疗技术提高。

【健康淄博】点评：

如今，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我们看到，

各专业科室每天忙碌有序，他们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敬畏生命，善待患者，倾听心声，共

建信任，白衣天使的认真与敬业，最终换来的

是患者的信任和希望。

岁月砺金，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交出了一份

百姓满意的良心答卷。

摘自《淄博日报》2019年1月11日七版

一天下午，一位四十多岁的

女性，手捧一面锦旗，来到了医

院肾内科，看到值班的医护人员

便激动地说：“感谢苗主任，感

谢透析室所有工作人员，感谢北

大医疗淄博医院！”话音刚落，

这位女士便已眼含热泪。原来这

位女士是透析病人柴大爷的家

属。她告诉我们，苗主任曾四次

救了她父亲的性命，这么多年对

待她的父亲就像对待自家亲人一

样，今天送来感谢锦旗，感谢苗

主任的救命之恩。

一天，在泌尿外科住院的柴大爷突

然神志不清，躁动不安，苗主任会诊后

诊断为尿毒症性脑病，立即决定马上透

析。对于透析，病人及家属有着本能的

恐惧，但经过苗主任多次耐心的解释与

心理疏导，病人家属终于同意了透析。

苗主任将病人转入肾内科，立刻为病人

实施了股静脉置管，紧急透析治疗，此

时病人家属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

算。但经过一周的透析治疗，柴大爷神

志好转，转危为安，病人及家属都不可

相信，认为这是个奇迹，是苗主任给他

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冬天的一个晚上，柴大爷在家中出

现了全身无力，神志恍惚的状况，当家

属把柴大爷送来医院后，医护人员立即

给熟悉柴大爷病情的苗主任打了电话。

苗主任接到电话后，立刻起身赶往医

院，零下十几度的夜晚，凛冽的凤，刺

骨的寒冷袭来，没有挡住她前进的脚

步，十几公里的路程二十分钟就赶到

了。苗主任来到科室后，先询问了病

情，作了必要的检查，随后立刻组织医

务人员安排柴大爷住院和透析治疗，短

短几个小时，柴大爷便转危为安。

秋天的一个早上，苗主任像往常一

样来到了病房，照例和在等待透析的病

人打招呼，看到柴大爷的时候，职业的

敏感性使她感觉到了柴大爷身体

的异样，苗主任示意柴大爷站起

来，柴大爷颤巍巍的站起来，随

后又摇摇晃晃的要倒下去，苗主

任迅速扶住了他，立即为柴大爷

听诊检查，加急抽血化验，并安

排柴大爷紧急透析，紧急的治疗

后柴大爷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2018年12月10日，正在住院

的柴大爷，出现了瘫软无力，胸

闷气短的症状。见状，医护人员

再次给正在休假的苗主任打了救

命电话。苗主任一面叮嘱值班人

员先作一些应急处理，一面火速赶到病

房为柴大爷检查，抽血化验，化验室报

告显示柴大爷透前血钾偏高，引起了心

跳缓慢，再晚几分钟就会引起心跳骤

停，情况非常危急。经过四个小时的透

析治疗，柴大爷的血钾慢慢降至正常，

回到病房休息用药治疗后很快恢复了正

常。

像这样的例子在透析室不胜枚举，

苗主任和我们透析室的全体医护人员时

刻警觉待命，帮助透析病人一次次度过

难关、化险为夷。做有温度的医者，勿

忘初心，砥砺前行，这身白衣就是我们

每一个医者的信仰。 郑红

医 者 仁 心 如 涓 涓 细 流
窗外春寒料峭，雪花飘飘，

普外科病房内却暖意融融。

那是正月初十早上晨间交

接班，18床一位被开水烫伤的

老大爷要出院，他家住南宿舍

小区。老伴每天来送饭路上都

要停下来歇息2次，有一次还在

路上摔了个跟头，说着说着老

大爷眼眶都湿了，哽咽着：她

也是近80岁的人了……看到外

面的大雪，责任护士朱骞骞连

忙说：“爷爷，没事没事，等

会儿啊我给您换换药，再送您

回家”。十点半钟，朱骞骞把

自己手头的工作安排妥当，帮

着把老大爷的创面给予包扎，

写好了科室电话，带好物品扶

着老人，打出租车送回男宿舍

家中。老人临走路过护士站心

情很激动，紧紧握着我们的手

不舍得离开。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各个角

落处处充满阳光和温暖。

崔丽丽

雪 中 送 暖

2月1日，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副院长李其海、张世杰深入

到多户贫困、特殊家庭中走

访，为基层群众送健康、送温

暖、送祝福！

2月4日，山东铝业公司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石森；工

会副主席王凤忠；北大医疗淄

博医院院长曲勇；党委书记郭

宗新带领院领导班子及相关职

能科室负责人，向节日期间仍

然坚守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拜

年。

2月18日—20日，医院工会

组织“欢欢喜喜闹元宵”活动。

2月21日，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组织“小小医生体验营”活动。

2月28日，北大医疗淄博医

院组织“学习雷锋纪念日”大型

义诊活动。

二 月 要 闻 回 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