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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9月 8日上午，市民王
女士因腰椎间盘突出症前去新华路
龙源大酒店南邻的邵一摸疼痛专科
治疗。昨天上午，王女士说自己的
疼痛症状已经减轻。该疼痛专科医
生提醒患者：患了颈、腰椎病应及早
规范治疗，同时要合理保护。

据介绍，随着气温降低，寒气易
导致肌肉痉挛，小血管收缩，从而使
局部血液循环减少，影响椎间盘的
营养供应，使椎间盘内压力升高造
成伤害。另外，腰部久坐疲劳，加上
气温低的因素，也很容易引起腰背
肌及椎间盘疾病的复发。

据了解，颈椎病、腰椎病是一种
常见病，反复的病痛让不少人因此
痛苦不已。多年来，邵一摸疼痛专
科采用邵氏正骨疗法，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等，已让不少
患者从中受益。颈、腰椎病经过规
范彻底治疗后，再加上平时合理保
护，如保持正确姿势，不要枕高枕
头，不要低头、久坐时间太长，一般
是 不 会 复 发 的 。 咨 询 电 话 ：
13071764113。

邵一摸疼痛专科
正骨疗法造福
颈、腰椎病患者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9月8日是援埃塞俄比
亚第20批医疗队进驻提露内丝北
京医院后第一天正式上班的日子，
妇产科依然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

当天上午安排了两台剖宫产手
术，该院科室主任做一台，另一台则
安排给了我方医疗队的妇产科专家
杜春芳医生。由于忙不过来，杜春
芳已于前一天进入工作状态——跟
该院的 JEMAL 一起做了两台瘢痕
子宫粘连比较严重的剖宫产手术。

杜医生查看了患者的病历，除
了胎位不正臀位外，一切正常。手
术开始了，她发现助手居然什么都
不会，夹线都不知道夹哪里。再往
下做，肌层紧得拉不开，杜医生叫来
了我方医疗队的麻醉医生谷广锋，
像往常一样告诉他：“肌松、肌松
药。”谷广锋医生看后说现在没办
法，他们没置管，还好胎儿娩出比较
顺利。杜医生又习惯性地跟谷广锋
医生说看一下病人。就是这不经意
的一看，挽救了一条性命。

胎儿娩出后患者血压下降，但
该院的麻醉医生没有发现，导致患
者出现了休克。谷广锋医生立即给
予药物抢救，一分钟左右后患者血
压恢复。有了谷广锋医生的帮助，
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随后，杜医
生又发现患者子宫上有大小不等三
个肌瘤，最大的约 6cm×7cm。杜
医生建议医院妇产科主任亲自上
台，主任却说：“You no problem（你
没有问题）。”

由于子宫体比较大，血供丰富，
止血费时费力，不过手术进行得还
算顺利。就在杜医生刚想松一口气
时，居然停电了……Oh my god（我
的天）！最终，在手电光的照射下，
杜医生艰难完成了手术。手术室护
士及观看的医生朝我方两位医生竖
起了大拇指：“You are very good
（你非常棒）！”

在国内并不太难做的手术，在
埃塞俄比亚却需要经历意想不到的
惊心动魄！好样的，China Medi-
cal Team（中国医疗队）！ ★

惊心动魄的
剖宫产手术

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
和特需产科病区，医护人员忙碌
有序，先进的配套设施为鹰城广
大母婴健康保驾护航。该科室诊
治综合实力处于领先水平，对产
科常见疾病、疑难疾病有独到造
诣，特别是对前置胎盘、胎盘早
剥、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合并
糖尿病、高血压、产后出血等疾病
拥有丰富的诊疗经验。科室发扬

“敢为人先、甘于奉献”的精神，倾
力打造优质专科品牌，为全市母
婴健康护航。

一流技术为母婴健康护航

妇产科是医疗风险最高的科
室，患者出现急、难、险、危、重的
情况较多，病情瞬息万变，随时会
有险情。有人形容产科的职业风
险犹如空中走钢丝，这对产科医
生的医术和责任心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前不久，产房中惊心动魄的
一幕考验了这支高水平医护团队
的综合实力。来自我市卫东区的
一位高龄二胎产妇在分娩前引起
了科室主任李桂菊的注意——
羊水破膜后脐带脱垂！这种极
易引起脐带受压致血供障碍，发
生胎儿窘迫甚至危及胎儿生命
的情况需要医护人员在数分钟内
帮助其娩出胎儿。有着丰富临床
经验的李桂菊立即安排医护人员
进行急救准备，由于产妇宫口尚
未打开，短期内不能娩出胎儿，情
况危急。“打破常规，剖宫产！”在
李桂菊的协调安排下，麻醉科医
护人员快速赶往产房，经由现场

医护人员的齐心努力，顺利帮产
妇产出胎儿，最终母婴平安。

在该科，这样危情急救的场
面经常出现。妊娠期高血压疾
病、妊娠期糖尿病、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胎膜早破、产后出血、子痫
抽搐、前置胎盘、疤痕子宫胎盘植
入等疑难危重产妇在该科总能得
到救治。据统计，科室每年收治
孕产妇2000余人次，抢救危重患
者数百例。科室一流技术和多学
科救治平台为无数母婴健康保驾
护航。

贴心服务赢得好口碑

“生孩子，到一院”已经成为
我市众多孕产妇的共识。除了技
术精湛外，大家更看重的是该科
在服务上的精益求精。为了更好
地为孕产妇服务，科室还举办了

孕妇学校，通过健康宣教帮助孕
产妇了解围产期保健知识，从源
头把握孕期健康。

强有力的人才队伍为科室的
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科
室现有临床医师10人，其中副主
任医师2人、主治医师7人；护理
人员34人，其中正高级职称1人、
主管护师7人。在李桂菊的带领
下，科室重视人才培养，引进妇产
专科研究生5人，科室医生专业
技能突出，获得市级科技拔尖人
才 1人，青年科技专家 1人，市级
优秀管理者 1人，市一线技术英
杰1人。由科室护士长姚丽领衔
的护理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获得全国护理专利2项，多次获
得医院优质护理示范病区、医院
护理品管圈大赛奖项、市卫计委
微党课竞赛奖项。科室护士姚

丽、彭芳还获得了人社部颁发的
母乳喂养咨询师证书。今年 8
月，科室医生杜春芳作为医院妇
产专科优秀代表加入医院援助埃
塞俄比亚对外医疗服务队。

多年来，在李桂菊、护士长姚
丽的带领下，该科坚持将医疗技
术和护理服务“两手抓”。今年，
科室派出多位医护人员前往上级
医院进修学习妇产专科。科室医
护团队团结协作，深化“以病人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全面履行护理
职责，关注患者身心健康，做好专
业照顾，为患者提供全程、全面、
专业、优质服务。 （李莹）

倾力打造优质产科品牌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和特需产科

为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水
平，缓解广大市民“看病难、排队
久”的问题，近日，市第二人民医
院（以下简称市二院）在全市首家
成功上线了“自助机微信、支付宝
扫码支付”“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
院微信公众服务号”双平台就诊
服务功能，开启了互联网时代的
就医新模式。其中，“平顶山市第
二人民医院微信公众服务号”开
通了预约挂号、在线缴费、报告查
询等操作，只要首次到该院进行
实体卡绑定，便可通过手机进行
全流程就诊；有效解除了患者来
来回回排队的烦恼，大大提高了
病人就医、医生服务的效率；进一
步优化了鹰城百姓就医流程，有
效缓解了“看病难”的问题。

三步 20秒缴费 打造“指尖
诊疗服务”

今年8月20日，依托第三方
支付平台，市二院首批启用门诊
大厅自助机微信、支付宝支付系
统，继一卡通智慧诊疗服务后，进
一步优化支付功能，顺应网络支
付的社会潮流，给患者提供便捷
的就医体验。

9月5日上午，在市二院门诊
大厅，记者看到，新开通手机扫码
支付功能的一卡通自助服务机已
投入使用，整个支付过程仅需三
步约20秒。第一步，选择就诊服
务类型；第二步，选择就诊服务项
目；第三步，项目读取后，通过点

击界面中微信或支付宝支付选
项，就可生成付费二维码，申请人
通过扫码进行支付，即完成缴费
全过程。

“没想到在医院就诊也能使
用手机支付，很方便，挂号、缴费、
取报告在自助机上就能全部完
成，省时省力！”家住我市湛河区
的刘女士在体验手机扫码支付后
惊喜地表示，市二院的智慧化就
诊服务让她感受到了现代化医疗
带来的便利。

据悉，市二院全面启用手机
扫码支付后，市民仍可在正常门
诊就诊时段办理诊疗业务。

就诊“装进”微信 优化患者
体验

在市二院，指尖诊疗服务不
仅限于手机支付功能，“平顶山市

第二人民医院微信公众服务号”
更是将就诊服务“装进”微信，市
民去医院就诊只需带上手机，就
可以实现全流程就诊体验。“微信
支付医院”以“公众号+微信支付”
的能力为基础，将各个就医环节
的服务统统“装进”微信，为患者
提供一套完整、流畅的就医体验。

“微信就诊，不仅方便，而且
还缩短就诊等候时间。全流程的
微信就诊服务相当于为市民及其
家庭建立了系统的健康档案。”据
市二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用户可
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中搜索“平顶
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微信公众服
务号并关注。通过微信平台，市
民可实现预约挂号、门诊缴费、预
约查询、查看检验结果等。此外，
为了方便老人和孩子的微信就诊
服务，市二院微信就诊服务平台

还开通了“我的就诊人”服务，市
民通过绑定家庭成员的身份信
息，帮助家人预约就诊。

“只需要将市二院的就诊卡
绑定到该院的微信公众服务平
台上，预约、门诊缴费、查看报告
再也不用排队，微信全都可以搞
定。”该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说，医院开通微信诊疗服务，不仅
省去了患者排队等候的时间，也
为医院节省了资源，大大简化了
看病流程。

“互联网+医疗”助力医院智慧
诊疗服务升级

据了解，随着医疗卫生改革
进入攻坚阶段，智慧医疗服务成
为解决患者就诊压力、提升诊疗
服务中的重要一环。在市二院领
导班子的大力支持下，该院信息
科、门诊部、医保办公室等部门积
极参与到医院信息化建设中，此
次打造的“手机支付”、“微信公众
服务号多功能服务”等有效助力
医院智慧诊疗服务的升级，打造
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现代医疗
服务模式。

市二院信息科科长宋朝晖表
示，通过系统维稳、提升、沉淀等
三个阶段，在不久的将来，鹰城市
民在市二院就可享受便捷的移动
支付。医院相关科室将不断优化
信息化服务，致力于让“互联网+
医疗”的每一次进步都变成鹰城
市民确定的幸福。 （李莹）

动动指尖即可预约、缴费、看报告……

市二院开通智慧医院全流程就诊服务

打造金牌科室 守护百姓健康

■ 我市医疗队援非系列报道

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和特需产科的医护人员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在市二院，导医为市民介绍如何使用微信支付。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