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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市120急救指挥调度系统正式迁移新址
为合理布局功能区域，更好地为
全市人民服务，在上级部门的统一安
排部署下，1 月 11 日，我市 120 急救指
挥调度系统正式迁移新址并投入使
用。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孙
邦贵出席指挥调度系统迁移仪式并讲
话。淮安电信分公司副总经理梅波、
中兴公司华东区总经理纪荣清、国联
物业公司负责人刘凯、市急救中心领
导班子成员等参加了迁移仪式。
孙邦贵在迁移仪式上讲话，首先
肯定了院前急救这些年的发展，并希
望市急救中心以系统迁移为一个新的
开端，按照院前急救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不断提升院前急救能力和队伍建
设，更好满足城乡老百姓需求。
上午 11:00，孙邦贵下达平台迁
移切换指令，新旧 IP 地址完成导换。
11:01，迁移后第一个求救电话进来，
迁移仪式顺利完成。随后，调度系统
顺利完成接警、派车任务。110 指挥

市一院举办海外访学交流沙龙
暨英语 MDT 讨论会

中心等联动单位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新搬迁的急救指挥调度中心，安
装和部署了先进的调度系统及机房设
备，使急救信息化建设向科学化、系统
化、规范化又迈进了一步。该中心也
将以系统迁移为新起点，以更加优质

的服务，为抢救危急重病人的生命，应
对灾害事故和突发事件发挥指挥协调
和调度的重要作用，做到反应迅速，服
务规范，以快捷、安全的服务为淮安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徐丹)

市三院普通精神科和医学心理科
双双获评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
日前，江苏省卫健委办公室公布
了 2020 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评审与
复核结果。市三院普通精神科和医学
心理科成功创成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取得了历史性重大突破。这是该院专
科能力建设及综合管理水平实现“双
提升”
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市三院按照“医院等次上
台阶、专科建设上水平、人才队伍再壮
大、为民服务创品牌”的总体思路，高
度重视人才梯队建设，紧盯科研薄弱
环节，积极靠大靠外靠强，强化专科内
涵建设，着力提升专科综合实力，全面
提升专科服务能力，得到了各级领导
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与肯定。
市三院普通精神科创建于 1969
年，现有主任医师 4 名，副主任医师 7
名。合计开放床位 800 余张，每年收
治患者 60000 余人次，同时承担门诊
70000 余人次。诊治病种包括器质性
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
碍、精 神 分 裂 症、抑 郁 症、双 相 障 碍
等。目前有无抽搐治疗室、心理测验
室、眼动检测室、经颅磁刺激治疗室和
康复治疗室等。具备认知行为治疗、

生物反馈治疗、脑反射治疗、无抽搐电
休克治疗（MECT）、经颅磁刺激（rTMS）应用等，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的综合治疗模式。多年来,该科还承
担着精神状态鉴定、刑事能力评定、民
事能力评定、诉讼能力评定、司法精神
病因果关系评定及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等。年均开展司法鉴定 700 余例，其
中苏北 4 市及扬州、南京等外地委托
鉴定案例占 50%以上，每年开展疑难
复杂案例鉴定 10 余例。近年来，先后
获得国家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江苏
省医学新技术引进一等奖 2 项、二等
奖 1 项，淮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三等奖 10 多项。
市三院医学心理科创建于 2000
年。近年来，专科发展迅速、特色显
著，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治疗模式，坚持
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治疗特
色，对淮安市及其周边地区心理疾患
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有主任医
师 4 名，副主任医师 4 名；在读博士 1
名 ，硕 士 研 究 生 5 名 ；心 理 治 疗 师 6
名。设置有焦虑障碍科、儿童心理科、

抑郁症科，共 150 张床位。诊疗范围
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恐惧症、
疑病症、躯体形式障碍、失眠症、与心
理因素相关的生理障碍；儿童多动障
碍、品行障碍、夜惊、抽动障碍、情绪障
碍、学 习 障 碍、考 试 焦 虑、网 络 成 瘾
等。以主治神经症性障碍、心境障碍、
创伤应激相关障碍、儿童青少年心理
行为障碍、轻性精神病性障碍等为专
业特长。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辅助经
颅磁刺激治疗、改良电休克治疗等物
理治疗，尤以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
疗、暗示治疗、松弛治疗、生物反馈等，
沙盘、绘画等新型心理治疗为特色项
目。擅长开展个别心理治疗、团体心
理治疗、夫妻和家庭心理治疗等。该
科在做好医疗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开
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工作，面向社会
就各种心理热点问题进行专业解答，
还承担淮安市心理卫生中心公卫职
能，负责淮安市心理危机干预和困难
群体的心理援助工作，在社会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灾难的心理救援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范利军 李丽）

一面锦旗 无限感激

淮阴医院优质服务获患者赞誉
近日，
淮阴医院胸外科患者王女士
将一面写有
“医术精湛，
护理贴心”
字样
的锦旗送到施豪杰主任、
丁霞护士长手
中，
高度赞扬了该科精湛的医疗技术以
及细致入微的护理服务。
去年十二月，
56岁的张女士在体检
中查出了胸腺瘤，
随即入住淮阴医院胸
外科。张女士有高血压及糖尿病史，
并
且控制不太好，入院时精神状况非常
差。
丁霞了解这一情况后，
带领护理团
队针对张女士的情况进行了有效的生
活方式干预以及用药饮食指导，
增强了

患者对疾病知识的了解，
保证了治疗的
延续性。护士们每天都去病房和患者
聊天并开导，讲述成功病友的案例，树
立其战胜疾病的信心。
施豪杰主任及床位医生戴洋洋认
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手术方案和康复
方案，半个月前，患者在胸腔镜下实施
了胸腺切除术，
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术后，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与
护理，恢复很好，现已经痊愈并于日前
出院。张女士笑着说:“真是太感谢这
里医护人员，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治
好，
多亏你们给我信心并帮我们肿瘤患

者减免10%费用。
”
责任护士李秀琴向王女士详细交
代了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并将她的微信
号拉进胸外科爱心访家园群聊，
告知患
者及家属在出院后有任何疑问都可以
在微信群说明,并会有医护人员及时答
复，
减少患者及家属来回奔波。
一面面锦旗，
见证了胸外科医护与
患者之间的真挚感情，
并给予科室全体
医护人员莫大的鼓励和肯定。胸外科
的医护人员表示，
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
热情，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护理
服务。
(沙琪)

为促进多学科交流、提高医
护人员英语水平，1 月 6 日下午，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举办第
二届海外访学交流沙龙暨疑难病
例英语 MDT 讨论会。
活动开始前，ICU 章向成主
任用流利的英语分享了他在国外
学习交流心得及生活趣闻，开阔
了年轻医生的视野。紧接着，进
行病例讨论会，由张铖医师汇报
病例情况，多名临床专家对此病
例展开讨论。ICU 主任章向成、
CT 室主任郭莉莉、神经内科主任
医师李明超、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陈亮、肝胆外科主任医师陈国峰、
神经外科王彦平及麻醉科张阳均
作精彩发言。活动现场气氛活
跃，各位发言人员均表现出了很

高的专业知识素养及英语表达能
力。
活动最后，该院国合办副主
任程冠亮对于本次活动予以充分
肯定。他强调英语学习在将来诊
疗工作及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
性，鼓励全院职工积极开展更多
形式的英语学习交流，努力提高
自身英文水平。
近年来，市一院骨科在王守
国主任带领下团结协作，奋发进
取，在 2020 年获评江苏省级临床
重点专科。同时举办各项学术活
动，提高骨科影响力。在新的一
年里，骨科负责人表示，会继续砥
砺前行，加强学科建设与发展，取
得更大的成绩。
（市一院）

市中医院
成功救治褥疮患者
“医生，想办法救救我妈吧！
我也不知道她的褥疮怎么会忽然
烂成这个样子！”2020 年 12 月 18
日中午，市民小万带着母亲乘坐
救护车，转院至市中医院普外科，
刚见到陈运博士，他就焦急万分
地恳求医生救命。
陈运之前已通过视频和图片
对患者情况有所了解，他一边安
慰小万，一边立刻检查起小万母
亲的创面：骶尾部的褥疮大小约
25cm×15cm，深深的凹陷像“火
山 口 ”一 样 ；前 会 阴 部 的 褥 疮 约
10cm×8cm,不时流出脓性渗液
和粪便样分泌物，患者褥疮已经
把肠子
“烂穿”
了。
小小褥疮
竟成致命“导火索”
今年 56 岁的李阿姨因双下
肢截瘫 20 余年，久卧在床，外加
双下肢无知觉，这 20 多年里，李
阿姨骶尾部会反复出现褥疮。出
现褥疮立刻治疗，
家里也习惯了。
可是，这一次褥疮却发展得
非常迅猛，根本控制不住。仅仅 3
个月，就从骶尾部皮肤发红破损，
继而出现了皮肤溃烂、流脓，直到
如今烂穿肠子。在此期间，李阿
姨的家人一直在医院寻求治疗，
却收效甚微。看到病情发展如此
迅猛，李阿姨的儿子小万心急如
焚，他在多方打听后，果断带着母
亲转院至市中医院普外科，找到
了医学博士、主治中医师陈运。
据陈运回忆：
“ 刚入院时，李
阿姨精神萎靡，骶尾部爆发性溃
烂，骶尾部创面约 25cm×15cm
大小，巨大的创面让人看得触目
惊心，并散发出阵阵异味。前会
阴部还有一处 10cm×8cm 的创
面，创面渗液明显，还不时流出粪
便样分泌物，应该已溃烂至直肠，
随时有发生感染性休克的危险。
”
反复讨论
逐一击破“拦路虎”
随着入院后肝功能、肾功能、

血常规及 CT 等深入检查，陈运博
士和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建发现
李阿姨的实际情况更为严重和复
杂，他们对病情进行了仔细研究
和分析：
李阿姨病情复杂，检查化验
结果显示有重度贫血、低蛋白血
症、代谢性酸中毒、高钾血症、慢
性肾衰等多种疾病，立刻手术风
险太大；通过 CT 检查发现褥疮已
经把直肠、阴道及后尿道烂穿，需
要做乙状结肠造瘘、膀胱造瘘手
术；溃烂面积大，感染严重，溃疡
深达肌层、骨膜，坏死组织较多，
清创难度大。
通过综合考虑，普外科团队
决定先行保守治疗，予以局部清
创、补液、补蛋白及抗感染等对症
治疗，待李阿姨病情稳定后再行
手术治疗。
2020 年 12 月 22 日，孙建、陈
运、刘威辰三位普外科医生，共同
为患者进行了腹腔镜辅助下乙状
结肠造瘘、膀胱造瘘、创面清创及
VSD 负压吸引术手术，整个手术
只增加了 5 个 5 毫米的小伤口，最
大程度减少了手术对身体的损
伤。由于盆腔内有 100ml 左右的
脓白色渗液，严重影响术者的视
野，同时直肠上段、乙状结肠远端
与右侧盆腔、骶前部水肿粘连明
显，分离粘连难度大，这十分考验
医生的能力和经验。经过 2 个半
小时的努力，医生们终于完满完
成了手术。
术后第一天,李阿姨就可以
进流食了，再也没有了各种异味
和渗液的困扰，一扫之前担心家
人、医生、护士会“嫌弃”自己的阴
霾。之后又经过 2 次清创 VSD 手
术、中药外敷冲洗和中药口服等
治疗，李阿姨的褥疮有所好转，各
项生命体征也趋于平稳，心情也
逐渐好了起来，目前正在逐步恢
复中。
（张丽 申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