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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日深夜至 7月 7日凌晨，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奔赴遂宁火车站，将乘火车从成都赶往达州、
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曹某某接到医院。在随后的几小时内，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成功对曹某某进行
了救治和手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深夜救援，仅仅是市中心医院坚持以人为本，救死扶伤的一个典型
个例，这背后更映射出医院众多医生的医者仁心和崇高医德。在市中心医院，“一切以患者的利益出
发”这一理念已经成为医院医务人员的共识，深入他们的内心。

争分夺秒的深夜救援

7 月 6 日深夜，从成都开往达州的 K530
列车上，大多数乘客们正闭目休息。突然，

一段广播寻医打破了车厢的宁静：列车上，

一名男子胸口剧烈疼痛，急需医生的帮助。

听到广播后，1 名遂宁医生和 2 名达州

医生很快找到了男子所在车厢。根据男子

的症状表现，遂宁市中心医院医生陈拥军初

步诊断其是急性心肌梗死，建议他就近下车

马上就医。

此时，列车即将驶进遂宁站，距离达州

还有 3 个多小时车程。原本还想坚持到达州

再就医的夫妻俩，听了陈拥军的话才意识到

病情的严重性，当即决定就近在遂宁站下车

就医。与此同时，陈拥军立即拨打遂宁市中

心医院急诊科电话，通知救护车马上出发，

同时通知胸痛中心介入组医生立即到位。

7 月 7 日零点 8 分，K530 准时停靠在遂

宁站。患者曹某某在众人的帮助下刚下火

车，市中心医院的急诊医生李燕等医护人员

就已经推着轮椅匆匆赶到站台。测量血压、

吸氧、心电图检查……快速的院前急救和检

查之后，印证了陈拥军之前的判断：急性心

肌梗死。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的判断病

情，跟陈拥军另外一个身份有关：遂宁市中

心医院胸痛中心主任委员。2017 年，在他的

全力支持下，医院正式创建为国家级胸痛中

心。

此刻，心电图检查结果也已经实时传送

到心内科医生手中，医生周明刚、戴大银也

提前赶到导管室做好术前准备工作。

“术中造影发现，患者的前降支血管急

性闭塞，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份危险。”心内

科医生周明刚事后告诉记者，“左心室 2/3 的

血液这根直径约 4 毫米的血管供应着，如果

急救不及时，很容易发生猝死或者室颤等严

重心脏事件。”

从下火车到上救护车，再到医院介入室

打通血管，整个过程仅用时 1 个小时左右，

对曹某某整个急救过程几乎无缝衔接，这与

医生陈拥军准确的院前判断和医院各环节

的快速反应有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各

环节的快速反应和密切配合，对于挽救患者

生命和减少心肌坏死范围是非常有益的。”

心血管中心主任邓学军表示，“自从胸痛中

心建立后，急性心肌梗死的门球平均时间一

直控制在 90 分钟以内，仅去年就抢救了近

400 个患者。”

在短暂的时间里，曹某某经历了生命的

跌宕起伏。

手术前还在生死线上徘徊的他，在完成

手术之后便自我感觉恢复正常。“一出手术

室，之前所有的不适症状都没有了。”7 日下

午，记者见到曹某某时，完全不像一个刚刚

经历过生死线的人。

采访中，曹中春的妻子提到，除了医院

各环节的快速反应之外，还有一件事情让她

感到不可思议：直到手术结束前，没有一名

医务人员向他们提过治疗费用的问题。“当

时，好像所有人都只想到救人。”无论何时何

地，救人永远排在医务人员心中第一位。

并非单个事件

一场深夜上演的接力救援，一件看似平

凡的事件，背后却是医院多年职业素养的培

育。

遂宁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在院外救治患

者，并非单个事件。

医生银毅在湖南武陵源景区旅游时，偶

遇一名当地游客癫痫突发心跳、呼吸骤停。

身为医生的他，毫不犹疑的参与了对患者的

抢救。

医生陈茂根和丈夫乘坐列车回遂宁。

列车广播说，一位女乘客突发疾病急需急

救 。 身 为 医 生 的 陈 茂 根 二 话 不 说 前 去 帮

忙。当她找到患者所在车厢时，她的另一名

同事刘宁涛已经蹲在地上抢救患者。

医院停车场一辆电动车刮倒一名老人，

陈拥军等医护人员没有片刻犹豫，第一时间

立刻冲上前去，展开院前急救。

医生夫妻李阳安和胡可慧在安居区七

彩明珠偶遇一名八九岁的男孩倒地抽搐。

两人配合默契的为男孩进行急诊处理。

……

无论在院内还是院外，在人们需要医生

的那一刻，身为医者的他们脑中的第一反应

永远是：救人！

他们的无数次挺身而出，真实的反映了

作为一名医者的职业素养。

不只是面对患者，在面对面对其他需要

帮助的人时，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心怀善

念，坚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

今年 5 月，医生陈亮和杨宏伟外出办事

时，路遇一名腿脚不便的老人站在马路中

间。陈亮远远的将车停下，杨宏伟则赶紧下

车搀扶老人过马路。

集小爱成大爱

在非工作场合，他们践行着身为一名医

者的责任。在工作时，他们更是全身心的投

入和付出。

为了完成手术，医护人员常常在手术台

前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错过午饭、晚饭那

是常有的事。

为了完成介入治疗，医护人员需要穿上

厚重的射线防护服，承担着“吃”射线的风

险，往往一台手术下来，后背已经大汗淋漓。

为 了 给

患 者 看 病 ，医 生

在诊断室一坐就是几

小时，常常忙得连一口水

也喝不上。

为了抢救患者，急诊医护人员常常

在夜色里奔波，在乡间小道上奔走，甚至是

在泥泞的道路上护送患者。

为了抢救重症甲流患者，医护人员可以

舍弃小家，在医院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为了患者，医生可以在大年三十这天连

做 6 台手术。家里的年夜饭热了又冷，冷了

又热，但始终没有等回在病房里忙碌的他

们。

……

热爱医学、敬仰生命，这些都牢牢的刻

在了他们心里，支配着他们的大脑和行动。

集小爱成大爱！在他们的心里，这些是

再普通不过的日常，而在旁人的眼中，这就

是身为医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为患者奉献医者心

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除应当具有对病

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外，更要具有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还应具备一切为病人着想

的仁爱品质。

多年的行风建设，“一切以患者的利益

出发”这一理念已经成为遂宁市中心医院众

多医务人员的共识，深入他们的内心。

他们不断外出学习交流，为的是能够更

好服务患者；他们不断改进工作中的不足，

为的是让患者有更好的就医体验；他们利用

休息时间在院内院外当志愿者，只为坚守更

好服务群众的初心。

医院牵头建立了胸痛专科联盟，为胸痛

患者的及时有效治疗编织了一张遍布全市

以及周边地区的“网”。他们邀请国内外专

家来遂宁讲课时，也会邀请兄弟医院的同行

们一同学习，平时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到遂

宁区县医院或者周边的安岳、乐至、潼南等

地讲课。“只有提高整体诊疗水平，才能为患

者提供更加精准、及时、有效的治疗。”邓学

军在谈到胸痛中心的建设时说到。

胸痛中心之后，卒中中心、房颤中心、心

衰中心等等也陆续建立……

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用医者的初心和

善念，做有价值感的“小事”，涓涓细流终成

大海。 （陈曦）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深夜救援
映射医务工作者的医者仁心

突出重点加强医疗服务市场监管

今年以来，我市卫健系统结合实际，突出

重点，集中力量，在整顿医疗服务市场、强化公

共场所、学校、饮用水卫生监管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上半年共计对 9 家违法相关法律法规

的单位或个人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

在规范高效实施卫生行政许可上，市政务

服务中心窗口严格执行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

结制及审批办证一站式服务承诺。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共计受理、办结行政审批事项

311 件，办理公共服务项目食品安全企业标准

备案 11 件，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 1
件。

为加强医疗服务市场监督管理，市卫监支

队不仅开展了医疗机构日常巡回监督检查，还

以检查为抓手，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市场。在

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中，共计出动卫

生监督员 150 人次，检查 78 家场所，其中医疗

机构 70 家，消毒类产品经营企业 8 家。对 2 家

消毒产品经营单位给予罚款 6000 元的行政处

罚。

关注市民健康 不放过一个细节

针对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市卫监支队开展

了住宿场所卫生专项整治，组织召开市城区游

泳场所负责人及卫生管理人员卫生安全警示

会，组织召开创建放心舒心消费城市暨迎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公共场所业主培训会，开展遂宁

市城区“四小”行业全面摸排工作，开展市城区

公共场所单位量化分级管理工作，开展了公共

场所控烟专项监督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

今年 1-5 月，我市共采集生活饮用水水样 236
件，结果全部合格，确保了市城区居民饮用水卫

生安全。为适应市城区区域拓展及卫生监督监

测工作的需要，市卫监支队会同市疾控中心和

市政供水单位在 2018 年的基础上对 2019 年水

质监测点、采样时间、出具报告时间进行了改进

和完善。积极指导各区县开展了城市集中式供

水、二次供水、小区现制现售水、学校自备水供

水及农村集中式供水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

作。

为保证全市学校卫生安全，市卫监支队采

取日常监督与每年开学前、高考期间专项督查

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就学校传染病防治、教学

环境、学校生活饮用水及高考住宿点卫生清洗

消毒状况、考点医务室设置情况等进行了监督

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38 人次，执法车辆 10 台

次，检查各级各类学校 19 家，高考食宿地点 3
处，发出监督意见书 19 份，针对存在的问题及

时函告市教育局，督促整改落实到位。

抓好防治细节 消毒产品监督严把关

通过监督检查，目前全市所有医疗卫生机

构均使用洁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公司提供的

《遂宁市医疗废物转移联单》进行登记，并在交

接时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公司双方签字。在

抗（抑）菌制剂专项整治行动中，共检查了 68
家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对其是否建立消毒产品

进货查验制度和执行情况、产品卫生安全评价

报告情况、宣传情况、消毒产品标签（铭牌）、

说明书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全媒体记者 黄尧）

6 月 24 日至 28 日，市卫监支队

组织开展“四小行业”稽查督导行

动。此次稽查共检查了小美容美

发店 86 家、小旅店 43 家、小浴室 30

家、小歌舞厅 7 家。稽查人员将稽

查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单位及时反

馈，执法人员及时督促各自辖区内

的单位进行整改落实。

全媒体记者 黄尧

西班牙医生
到市中医院交流考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尧）近日，

市中医院海扶中心迎来了来自西班牙特

拉萨大学医院的的两位客人——肝胆胰

外科医生 Lilia Georgina、肿瘤科住院医

生 Katy Meshoulam。她们此行主要是观

摩学习海扶技术、病例讨论。

Lilia Georgina 和 Katy Meshoulam
在市中医院党委书记何元军、院长何佳、

副院长陶春潮等院领导及肿瘤科主任郭

旭的陪同下参观了医院。两人先后参观

了市中医院名医馆、针灸康复科、高强度

聚焦超声（海扶）治疗中心等。

参观后，两名西班牙医生来到海扶

中 心 治 疗 室 ，开 始 为 期 两 天 的 观 摩 学

习。通过这次手术观摩，让西班牙医生

对海扶治疗恶性肿瘤表现出了由衷的佩

服。“这两天我们在中医院学了很多知

识，用海扶技术治疗原发性肝癌、转移性

肝癌、胰腺癌、转移性骨肿瘤、腹腔和盆

腔恶性肿瘤，以及子宫肌瘤、子宫腺肌

瘤 、乳 腺 纤 维 瘤 等 疾 病 。”Katy Me⁃
shoulam 说。

本报讯（杨利 全媒体记者 黄尧）7 月 4 日

—5日，市第一人民医院全院 317名护士分二批

次参加涉及患者十大安全目标、防范医疗风险、

患者权利及健康教育等内容专题培训。

此次培训参学率到达了 97.84%。其中重

点科室、岗位、人群参学率达到了 89%。主要

从患者安全角度出发，对查对制度、患者身份

识别、特殊情况下医护患之间有效沟通的程

序和步骤、手术安全核查等患者十大安全目标

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结合应知应会和核心制

度对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全体护理

人员在培训中进一步掌握病人的安全管理及风

险防范措施，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管理意识，有

效规避风险，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为患者提供

更安全、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另外，通过

2018年典型案例分析，从投诉的风险点入手，分

析护理服务活动过程中导致纠纷的各项不安全

因素以及由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引导护理人员

换位思考，服务无小事，安全第一，警钟长鸣。

培训会强调，全体护理人员要在今后的

工作中以实际行动落实“患者十大安全目

标”，认真执行护理核心制度，确保护理安全，

防微杜渐，拒绝隐患，不断提高护理服务质

量，助推医院健康、平稳发展。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首批学生到三医院临床实习

本报讯（张英 全媒体记者 黄尧）
7 月 1 日，巴中职业技术学院首批 24 名护

理实习生来到市第三人民医院报道，进

入临床实习阶段。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于当天上午在学术厅举行座谈会，座谈

会由医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鲍继海

主持，鲍继海代表医院对巴中职院的领

导及老师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导师制护理

实习生技能培训及竞赛活动纪实片”和

“实习生就业专场双选会活动纪实片”。

据了解，今年有来自十四所学校，涉及临

床、护理、中医、影像、卫生信息管理、公

共卫生管理等专业的实习生 300 余人到

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实习。医院领

导表示，希望所有实习同学能够尽快融

入到实习工作中，养成积极主动学习的

习惯，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多

看”、“多想”、“多做”从而提高自己的操

作技能水平。

防治腮腺炎
市民应知晓这些

腮腺炎是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多在儿童

和青少年时期常发。市健教所工作人员提醒广

大市民，腮腺炎如果不及时治疗，还会伤害身体

的其他器官，容易引起一些炎症，危害身体健

康。当然，腮腺炎的治疗不仅仅只在于药物治

疗方面，在饮食方面也应该注意。

腮腺炎这种疾病的发生一般都很迅速，发

病者会感觉到非常的热。并且，会感到没有食

欲，有时还会感到恶心、想吐，甚至会发烧到

38～40℃。不同的人症状轻重也很不一致，成

人患者一般较严重。腮腺肿胀是判断腮腺炎

最主要的特征，一般是一侧先肿胀，但有些人

也会两侧同时肿胀。

值得注意的是，腮腺炎是一种传染病。跟

得了腮腺炎的人说话，或者同用碗筷，接触太

亲密，都会导致被传染。所以，首先应该把腮

腺炎患者先隔离起来，避免传染给别人，而且

需要好好休息慢慢的等着腮腺的肿胀消失。

接种疫苗是预防腮腺炎最有效的预防，如

果感染腮腺炎病毒后，市民应及时就医。饮食

应以清淡流质饮食为主，避免吃过酸的食物。

（全媒体记者 黄尧）

上半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以“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深化为民服务，保障人民健康”为重
点，深入开展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据了解，我市重点针对 6方面开展好卫生监督工作，其中包括规范高效实施卫生行
政许可，加强医疗服务市场监督管理，加大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力度，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开展学校卫生监督
检查及开展传染病防治、消毒产品监督检查，全市公共卫生水平明显提升。

抓好卫生监督 公共卫生水平明显提升

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护理专题培训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