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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大家谈

我市启动“宪法法律进高校”活动并举行首场宣讲

弘扬宪法精神 汇聚法治遂宁建设力量
法治动态

惊险！
多器官衰竭她住进了医院 ICU

今年 30 岁的沫沫，在 1 个月的时

间内体重从 75kg 瘦到了 52kg。这一个

月的瘦身经历对于沫沫来说可谓“生

死之间”。对于沫沫来说，烧烤、串串、

冰镇啤酒可谓是生活的常态，由于长

期夜晚饮食过度，她的体重达到了 150
多斤，经医院诊断还患上了重度脂肪

肝。

今年 3 月的一天，沫沫觉得身体有

点不舒服，就到家附近一个诊所开了

药。服药后，沫沫照常与朋友饮酒吃

烧烤，然而第二天沫沫就出现了腹痛

腹胀恶心呕吐的症状。

在家人的陪同下，沫沫来到了遂

宁一院消化内科求医。经过检查，她

体内的各项指标都出现异常，其中转

氨酶甚至达到了近 20000 IU/L（正常

指标为 0-40 IU/L），除了转氨酶高，

她的凝血功能也出现障碍，同时伴随

没有尿液排出，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

沫沫被紧急转到了重症监护室，

医生当场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幸运！
一个月治疗让她恢复健康

在 ICU内，沫沫开始接受血透治疗，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住院医师何洋

联合肾内科为沫沫做了半个多月的床

旁透析，她的小便才逐渐恢复正常。经

过医生们的合力救治，4月下旬，沫沫的

各项指标才回到了正常范围之内。此

时她的体重降到了 105斤左右。

出院后，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在家

人的陪同下沫沫给 ICU 的医护人员送

来了锦旗，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注意！
服用七种药品后禁止饮酒

何洋表示，长期不健康、不科学的

饮食习惯，再加上“抗生素下酒”，两个

因素综合在一起，让沫沫出现性命之

忧，而这也让她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

瘦身成功。

在此，何洋提醒广大市民，严格意

义上讲，只要是吃了药，就不再适宜饮

酒了。不管是红酒啤酒还是白酒，只

要吃了药，在停药后的短时间内均是

不适宜饮酒的。

其中有几大类药物对酒精的反应

特别致命，服用了这几类药物再饮酒

的话，就会引发一系列医学上称为双

硫 仑 反 应 的 极 度 不 适 ，进 而 危 及 生

命。其中包括，在吃过头孢类的药物，

或是打了头孢类的消炎针之后，再喝

酒，就会出现“双硫仑样反应”；禁止酒

后服用安眠药，这是因为酒后服用安

眠药，可能使患者出现昏迷、休克、呼

吸衰竭、死亡等；止痛药（如阿司匹林、

扑热息痛等）对胃黏膜有刺激和损伤

作用，而酒精也伤胃，两者双管齐下，

可导致胃炎、胃溃疡、胃出血等；服用

降压药、降糖药后也禁止饮酒，这是因

为服用这 2 种药品后饮酒易引起低血

压、低血糖休克；抗抑郁药和饮酒两者

结合在一起会让人感到困倦，降低人

们的判断能力、身体协调能力和反应

时间，甚至还会导致抑郁症的症状恶

化；治疗关节炎类药物如西乐葆、萘普

生、扶他林等，上述药物与酒精混合服

用时会引起溃疡、胃出血、肝损伤等副

作用。 （全媒体记者 黄尧）

转氨酶高出500倍
一个月治疗让她恢复健康

——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一名重症患者

由于长期不健康、不科学

的饮食习惯，再加上“抗生素

下酒”，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

让市民沫沫（化名）体内的各

项指标都出现异常。转氨酶

甚至达到了近 20000 IU/L，
是正常人的 500倍。除了转氨

酶高，沫沫的凝血功能也出现

障碍，同时伴随没有尿液排

出。沫沫被转到市第一人民

医院重症监护室，经过医护人

员 1 个月的规范化治疗，沫沫

顺利康复出院。

在家人的陪同下，沫沫给 ICU 的医护人员送来了锦旗

今年我市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中涉

及卫健系统 1 件，主要是“市城区大型医院在节假日

和夜间时段值班医生少、病人候诊时间长”的问

题。5 月 7 日，市卫健系统召开整治“群众最不满意

的 10 件事”工作会，对整治活动进行全面部署。

在会上，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友军宣读了《遂宁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整治“市城区大型医院在节

假日和夜间时段值班医生少、病人候诊时间长”的

实施方案》，市中心医院、市中医院、市第一人民医

院负责人分别汇报“五一”期间整治工作情况并对

下一步工作表态发言。

“整治‘群众最不满意 10 件事’活动既是重要的

民生实事，又是重要的民心工程，也是事关党和政

府形象的政治工程。”市卫健委主任李道丕说，全市

卫生健康系统要讲政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到抓好整治工作是形势所需、职责所在、群众

所盼。只要是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一直抓、反复

抓、彻底抓。同时，是要务精准，切实推动整治工

作，围绕制度、优化服务、医疗质量等方面精准发

力。通过完善预约诊疗制度、节假日及夜间值班制

度、医患沟通制度、分级诊疗、“互联网+”、医联体建

设等，不断增强患者就医舒适感、幸福感。

整治活动启动时正值“五一”节来临，市中心医

院按照既往惯例制定节假日患者就诊保障方案，继

续推行节假日专家门诊、便民门诊；门诊开放了 38
个临床专科共 46 个诊断室；医技科室按照工作日标

准开展工作，同时增加应班窗口；手术麻醉部开放

手术室 6 间，承接假期急诊和部分择期手术工作；加

强夜间急诊儿科诊治力量，每天晚七点至十一点增

加儿科医生一名；急诊内外科分别增派应班医生。

市第一人民医院采取了一增、二调、三优的方

式，积极落实各项整改措施。“五一”期间，医院增开

了 15 个诊室，增加了配套医护人员；面对五一期间

大量涌入的体检学生，医院立即增派医护人员、导

医、保安及志愿者；节日期间保障了扫码支付、微信

挂号缴费、自助服务等工作的有序开展，优化病员

的就医流程。

“五一”期间，市中心医院共开放了 38 个临床专

科 46 个诊断室。市中医院每天开设诊室 27 个，接

诊门急诊患者 4000 余人次。市第一人民医院增开

诊室 15 个。自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市卫健委未收到

因“节假日和夜间时段值班医生少、病人候诊时间

长”而发生的患者投诉情况。

（贺艳阳 全媒体记者 黄尧）

群众事 无小事
——市卫健委多举措解决群众不满意就医问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5 月

7 日，我市“宪法法律进高校”活动启动

仪式暨首场宣讲活动在四川职业技术

学院举行。活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和市委关于宪法法律学习宣传教育

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通

过“宪法法律进高校”活动，推动宪法

法律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在我市高校深

入开展，在高校校园营造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氛围，为深化全面依法治市

实践、推进法治遂宁建设汇聚力量。

据悉，我市“宪法法律进高校”活动

由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市委

宣传部、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司法局主办。

根据我市印发的《“宪法法律进高

校”工作方案》，今年我市将通过推进宪

法法律宣讲进高校、法律服务进高校和

法治文化进高校等 3 项主要措施，扎实

推进“宪法法律进高校”。在“宪法法

律进高校”首场宣讲活动中，市委全面

依法治市办主任、市司法局局长温勉光

以“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做新时代合格

公民”为主题，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130
余名师生进行了交流探讨。

在讲座中，温勉光从宪法的基本知

识、宪法修改的主要内容和亮点、国家

宪法日的设立等不同角度，与在场的老

师和同学们交流探讨如何维护宪法权

威，加强宪法实施。并希望在座学生高

校师生争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严格遵

守者、自觉运用者、坚定捍卫者，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依据，

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高校肩

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

深入推进“宪法法律进高校”活动，在高

校师生中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

法律权威，责任重大、意义深远。下一

步 ，我 市 将 持 续 深 入 开 展“法 律 进 学

校”，扎实推进“宪法法律进高校”，进

一步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提

升高校师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教

育引导高校师生自觉形成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良好习惯和行为方式。

职业病防治应注意这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

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

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

疾病。

市健教所专家提醒市民，预防苯中毒，从业者

应佩戴有效的防毒口罩或面罩，特别要做好作业

工人的健康监护工作，女职工怀孕期及哺乳期应

调离苯岗位。

防范铬及其化合物危害，生产工人应提高健

康意识，加强个人防护措施，如戴加厚口罩、戒除

挖鼻等不良习惯、下班后洗手等。鼻腔局部可滴

用维生素 E 滴鼻油，防治职业性铬鼻病。通过定

期健康体检，建立个体化、系统化的健康风险评

估和管理系统。

噪声场所从业者预防职业病，应正确佩戴耳

塞、耳罩，正确清洗耳塞、耳罩。

（全媒体记者 黄尧）

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
召开老中青座谈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5 月 7 日，市中

医院、市妇幼保健院“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老中青座谈会在天峰街院区多功能厅举行，全国

名老中医、市中医院原院长李恒明与医院 150 余

名中青年医师共同回顾了医院几十年的峥嵘岁

月，体悟风雨艰辛，讲述背后的故事。

座谈会上，李恒明回顾了自己的从医经历和

医院发展历程的变迁。李恒明希望青年一代注重

自身能力的提升，殷切勉励年轻人要有魄力、多

创新。年轻一代是医院的未来，希望医院加强疏

导，促进其全面发展。承前辈荣光，望后人风

貌。青年医生代表杜尖、青年护士代表高艳华感

谢李恒明前辈情真意切的谈话以及鲜为人知的故

事，为后辈留下了宝贵的记忆财富。

医院党委书记何元军表示，老、中、青齐聚一

堂，以座谈的形式面对面交流，简朴而隆重，希望

青年医师向李恒明前辈学习、严于律己，传承医

院精神，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办老百姓满意的

医院。

“宪法法律进高校”宣讲活动现场

4 月 28 日，担保人吴某将现金 56 万

元拿到蓬溪县人民法院，代用款人张某

某偿还申请执行人郭某的欠款，“其实

我和张某某并不熟悉，饭桌子上，说让

我签字担个保，不签字觉得面子上过不

去，不知道签字担保要承担这么大的风

险！”吴某懊悔不已。

碍于面子
帮人担保损失 56万元

2014 年张某某三次向郭某借款 80
万元，吴某、郭某某、李某三人担保。

2015 年 3 月，郭某与张某某在法院达成

分期还款协议，吴某、郭某某、李某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2015 年 5 月，郭某向法

院申请执行。2019 年春节，申请执行人

提供担保人吴某名下有未办理产权但

已经备案的房产。经查证属实后，蓬溪

县人民法院受理了郭某的恢复执行申

请，由副院长唐晓鸣承办。唐晓鸣立即

依法启动对吴某的房产处置程序，对其

财产强制执行，吴某却认为钱并不是他

用了的，拒不履行。4 月 25 日，唐晓鸣

再次找到吴某，并对其名下的备案房产

进行入户评估，告知法院将依法拍卖其

房产，吴某慌了！这才愿意坐下来协

商，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法官说法
担保有风险签字需谨慎

《担保法》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

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为一般保证；在保证

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

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对保证方式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

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同时，《担保法司法解释》第 25 条规

定，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发生的

重大困难情形，包括债务人下落不明、

移居境外，且无财产可供执行；人民法

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

的；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前款规定的

权利的。连带责任保证，即债务到期

后。债权人既可以选择债务人偿还债

务，又可以选择保证人承担责任。连带

责任保证人没有上述权利的。因此风

险比一般保证方式更高。该案为连带

责任保证，更不像担保人吴某某所说。

（朱元杰 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

价值 56万的“签名” 担保有风险签字需谨慎

全市法院执行工作
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近日，全市法院执行工作长效

机制建设座谈会暨基层法院执行局长述职会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

开。会议通报了全市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整体进展情况、执

行干警违纪处理情况和 2016-2018 年全市法院执行复议案件基本

情况。并表扬了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先进集

体和个人。会上，5 个基层法院执行局局长就各地“基本解决执行

难”进行了工作述职。

会议指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全

市法院要提高认识，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要加大力度，狠

抓执行办案第一要务。要改进作风，努力锻造过硬执行队伍。

继续保持执行质效高位运行，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成

果，促使执行办案更加规范，长效机制不断健全，多措并举促使

全市法院执行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下一步“切实解决执行难”打

下坚实基础。

我市组织律师服务团赴理塘县
开展对口帮扶活动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杨树林） 为更好助力理塘县法治建

设，4 月 22 日 -27 日，市委统战部、市司法局组织“四川同心·律

师法律服务团理塘分团”共 12 人，深入甘孜州理塘县开展法律

服务活动。

在活动中，四川同心·律师服务团理塘分团成员深入理塘县寺

庙、机关、学校、村（社）开展送法活动，并前往了理塘县司法局调研

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就开展司法行政工作与理塘县司

法局负责人进行交流和座谈，有效加强双方的联系和对接。通过

系列对口联系帮扶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理塘县领导干部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提升了僧尼和藏区群众法治意识，为推

动依法治省决策部署在藏区的落地落实 ,促进藏区和谐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