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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淮北

面对患儿，她的微笑总是挂在脸
上，让“小病号”时刻感受到温暖和关
怀；面对患儿家属，她耐心答疑解惑，
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难题，赢得大家交
口称赞。她就是淮北矿工总医院儿科
护士长陈素娟。

爱岗敬业率先垂范
俗话说：“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

活小儿科。”儿科的工作不同于其他成
人科室，细小而琐碎，加之孩子在家庭
中备受关注，因此在护理上需要更加
细心，技术上需要更加精湛。

在平常的工作中，陈素娟一直秉
承着“对待患儿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尽最大的努力为患儿减轻痛苦，
助力他们早日康复”的理念，用自己的
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对待照顾每
一位患儿。

有一次，一名患儿从新生儿病房
转到儿科住院，需要输注营养脑细胞
的药物。由于患儿刚出生不久，血管
条件较差，扎针的难度可想而知。面
对焦灼紧张的患儿父母，陈素娟亲自
上阵，坚持每天为该患儿进行静脉穿
刺，凭借着扎实过硬的技术，每一次都

做到“一针见血”，尽最大可能减少孩
子的不适。平日里，为患儿父母详细
讲解喂养注意事项，传授科学的育儿
知识。当患儿最后一天输注营养脑细
胞药物时，为了避免患儿被抱到穿刺
室再抱回病房造成穿刺针外渗，陈素
娟就跪在病床旁边为患儿完成了穿刺
……悉心的护理让患儿的父母看在眼
里，感激在心里。在患儿出院时，他们
特地送来一面印有“医术精湛传美名，
平易近人似亲人”的锦旗，并连连感谢
陈素娟的付出。

严抓管理塑造品牌
在淮北矿工总医院，儿科的护理

团队是一支较为年轻的团队。为了不
断提高年轻护士们的技能水平，陈素
娟严格要求、狠抓管理，打造儿科“一
针见血”护理服务品牌，带出了一支

“呱呱叫”的护理团队，其护理组也成
为了安徽省儿科护理联盟单位。

陈素娟坚持严抓护理安全，不断提
升护理质量。每周检查急救物品，保证
完好率100%；亲自带教轮转实习护士，
认真开展入科安全宣教指导。按照质
量标准，采取全方位、多种形式的护理
质量检查，严格按照PDCA进行持续质
量改进，全年护理质量总分达到97分

以上，每年电话回访满意度为98%。
同时，她在科室内组织开展“改善

患者服务，我们在行动”大讨论活动，
深刻自我反省、找差距、寻标杆，带领
护理团队做到心中有病人、眼中有病
人、耳中有病人、手中有病人、身边有
病人，使人人争当服务“明星”。每月
对全体护士的工作进行综合考评，由
患儿及患儿家长评选出患儿最满意护
士，调动了广大护士工作的积极性。
严格执行优质护理服务流程，对患儿
及家长做到来有迎声、去有送声、治疗
护理有请声、合作有谢声、巡视病房有
问声、工作不周有歉声。主动关心患
儿，并通过表扬、拥抱、赠送穿刺后“小
星星”的方式，不断消除患儿的恐惧心
理，体现了对患儿浓浓的关爱情。

抗疫一线尽显担当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各相关部门都严阵以待，淮北矿工
总医院也不例外。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
陈素娟带领儿科护理团队紧急行动起
来，对科室相关人员进行疫情防控培
训指导、体温检测，对患者和陪护人员
加强管理……每一项工作她都亲力亲
为，守好自己的“阵地”。

大年初一，医院紧急开辟出感染
二病区，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的确诊和
疑似患者。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陈素娟又主动请缨报名，投身到医院
感染二病区筹建和有关工作中。

“虽然我不能去武汉最前线，但留
在淮北同样也要上‘战场’。我们都是
为了同样的目的而‘战斗’”。陈素娟
积极参与感染二病区护理制度、工作
流程的制定工作中，及时根据上级有
关部门的指导文件进行完善，确保不
留任何隐患；加强人员协调调度，科学
合理安排工作进程，凝聚强大的工作
合力；负责生活用品采购，尽心尽职满
足感染二病区医护人员在工作、生活
中的需求，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怀抱众志成城，必将春暖花开。在
陈素娟和其他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淮北矿工总医院圆满完成相关工作任
务，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合格答卷。

如春风，拂去人们的疾苦；用关心
和爱，传递生命的温暖……陈素娟几
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儿科护理岗位上，
以最真诚的微笑、最亲切的语言、最优
质的护理、最专业的技术、最饱满的工
作热情来面对患儿，为“小病号”的健
康保驾护航，成为淮北矿工总医院儿
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患儿身边的“守护天使”
——记淮北矿工总医院儿科护士长陈素娟

在我国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
中，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居
第一位。宫颈癌主要是由高危型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致，是目前世界上唯
一病因基本明确，可以早预防、早发现
的癌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患于
未然呢？

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刘锦
钰介绍，宫颈癌可以通过接种预防性
HPV 疫苗、定期宫颈癌筛查来预防。
关于 HPV，刘锦钰介绍，HPV 的中文
名称是“人乳头瘤病毒”，它是一组病
毒，目前发现有150多种型别，一些型
别的HPV感染会引起生殖道疣、皮肤
疣，高危型的HPV持续感染是导致女
性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主要病因，还

会导致女性阴道、外阴，男性阴茎以及
男女肛门、口咽部位的恶性肿瘤。

HPV是如何感染的？研究表明：
HPV通过亲密的皮肤、粘膜接触传染，
多数通过性行为传染，也可通过手、衣
物的密切接触传染。HPV感染非常普
遍，研究表明超过七成的女性一生中有
一次HPV感染，但70%-90%的HPV感
染在2年内可以被自身免疫自然清除，
大约10%-30%的HPV感染会成为持续
感染，约1%-4%的HPV感染者会逐渐
发展为宫颈癌前病变或宫颈癌。宫颈
HPV感染就像是宫颈的一场“感冒”，
而宫颈癌是常见感染的偶发事件。

如何预防 HPV 感染？固定性伴
侣、减少交叉感染，既是防病的需要，
又是自我的保护。此外，注意手卫生、
性生活卫生，防止过早性行为，因为少

女的宫颈尚未发育成熟，抵抗能力弱，
容易发生 HPV 感染。由于流产会对
宫颈造成损伤而易发生感染，所以应
做好避孕。

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增强人体
免疫力，因此合理膳食、规律作息、适
当运动、戒烟戒酒都可以预防HPV感
染。WHO 推荐成年人每周至少 150
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
跑、游泳、各种球类等，2018国家体育
总局颁布的《全民健身指南》，提倡个
性化、安全、科学运动，循序渐进、持之
以恒。

关于接种预防性HPV疫苗，刘锦
钰表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预防性
HPV疫苗有三种，英国葛兰素史克公
司的二价HPV疫苗，美国默沙东公司
的四价、九价 HPV 疫苗，最佳接种年

龄为未发生性行为的 9-15 岁青少
年。2017年发布的《中国子宫颈癌综
合防控指南》指出，疫苗的主要目标人
群为 13-15 岁女孩，次要目标人群为
16-26岁女性，可接种人群为9-45岁
女性。

除了预防HPV感染，还必须定期
妇科体检进行宫颈癌筛查，即便是接
种了HPV疫苗的女性也不能例外，因
为 HPV 疫苗没有涵盖所有的 HPV 型
别。如果宫颈癌筛查异常，HPV阳性，
除了上述的注意事项，还需要进行阴
道镜检查，酌情宫颈活检来进一步检
查有无宫颈病变，并作相应的处理。
广大女性朋友还要注意的是，即便筛
查正常，如果出现性交后阴道流血，白
带增多、性状改变、带血，异常阴道流
血等情况，仍需要及时就医。

牢守病因预防和筛查两道防线

防宫颈癌于未然

本报讯 “大热天里干活出汗多，能及时喝
上医院提供的中药茶饮特别好，感谢医护人员
对我们的关心。”7月20日，一名负责南黎路与
南湖路交叉路段的环卫工笑着说。

环卫工人说的茶饮正是康琦医院中药房
熬制的，里面含有藿香、陈皮、竹叶、薏苡仁、厚
朴、甘草、荷叶，具有祛湿解暑功效，味道微
甜。当天下午4时，记者在现场看到，医院紧
挨山水文园小区，茶桶、凉亭、座椅有序摆放在
医院门外。此时过往市民较多，医护人员见到
老人、孩子路过都会招呼一声，为他们递上茶
饮，教授其防暑降温方法。一位群众告诉记
者，这些年，免费义诊、夏季送清凉、看望困难
群众，医院医护人员一直在做，而且很用心。

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医院所在的位置距
离市中心有一段路程，周边商住居民人数相对
较少，建筑工地较多。三伏天里，体力劳动者或
是老人孩子容易中暑。医院依托现有中药房优
势，安排专人每天熬制茶饮，免费向周边群众提
供，履行一份社会责任。接下来，医护人员还将
进企业、工地，依托专业技术为淮北做出贡献
的劳动者送上一份关爱。

免费中药茶饮温暖群众心

本报讯 日前，市人民医院肝胆
外科成功完成一例全麻下行 B 超引
导下经皮肝癌微波消融术+腹腔镜
下经皮肝癌微波消融术，是我市独
立完成的首例腹腔镜下经皮肝肿瘤
消融术，填补了我市腹腔镜下经皮
肝癌微波消融术的空白。

据了解，患者因“直肠癌肝转移
6 月余”入院就诊。半年前患者肠镜

活检病理提示浅表腺上皮高级别内
瘤变伴坏死，灶区癌变；盆腔 CT 增
强、上腹部 CT 增强分别提示直肠肠
壁增厚 2 盆腔少许积液、考虑肝脏多
发转移瘤，后明确诊断为直肠腺癌肝
脏多发转移 IV 期，在肿瘤科定期放
化疗。因患者肿瘤晚期无法进行根
治性手术，肿瘤科、B 超室、肝胆外科
进行多学科会诊商讨治疗方案，为降
低瘤负荷，决定将患者转至肝胆外
科，完善相关检查后在全麻下为患者

行B超引导下经皮肝癌微波消融术+
腹腔镜下经皮肝癌微波消融术。手
术顺利完成，患者术中及术后均无明
显不适，安全返回病房。

据肝胆外科主任陈志刚介绍，
微创消融就是将特制的消融针，在
B 超引导下经皮穿刺至肿瘤区域，
通过针尖产生的高频磁场或电场发
热，中心温度可达数百摄氏度，从而
使组织凝固、脱水坏死，达到消灭肿
瘤的目的。微创消融的临床使用范

围较广，可用于各种肝脏肿瘤的治
疗，目前已被公认为肝脏肿瘤根治
性治疗手段之一(另外的两种分别
是手术切除和肝脏移植)。特别是
对于重度肝硬化、无法耐受手术治
疗、多发结节或深部肿瘤行手术治
疗较困难、术后复发无法再次切除
及转移性肝肿瘤的患者。亦可联合
其他治疗，如传统的手术切除、经肝
动脉栓塞化疗术(TACE)、立体定向
放疗等。

本报讯 日前，在安徽省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
基层党组织暨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
上，濉溪县卫健委被授予安徽省第
七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
号。

近年来，濉溪县卫健委充分调
动公务员队伍工作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围绕卫生健康重点任
务，以医共体试点建设为契机，全
面深化综合医改，卫生健康事业取
得明显成效。特别是 2020 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县委县政
府和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下，县卫
健委公务员队伍充分发挥勇于担
当、冲锋在前、日夜奋战、不辞辛劳
的拼搏精神和奉献精神；生动诠释
了生命重于泰山的高尚情怀。

当前，濉溪县卫生健康任务繁
重，改革发展压力大，群众关注度
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
资源、高效便捷医疗服务的需求一
直是卫健系统公务员队伍最高追
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
县卫健委公务员队伍将继续勇往
直前，披荆斩棘，锐意进取，继续创
造无愧于新时代的辉煌业绩，继续
谱写无愧于新阶段的华丽乐章。

本报讯 子宫腺肌病被医生
们称为“不死的癌症”，病患因此而
深受折磨，痛苦不堪，甚至需要子
宫切除。日前，市妇幼保健院成功
为一名女性患者实施了腺肌症病
灶切除术,帮助其解决困扰多年的
痛苦。

子宫腺肌病是由于子宫内膜
腺体和间质侵入到子宫肌层形成
的弥漫性或局限性病灶，它会引起
进行性加重的痛经、经量增多继发
贫血、不孕、流产等症状，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

前往市妇幼保健院就诊时，39
岁的赵女士因病情影响，近5年来
每个月的经期都需要口服止痛药
物止痛，而且经量巨大，病人承受
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赵女
士也曾跑过多家医院，咨询过不少
专家，都是建议长期吃药、打针，体
内置入避孕环，如果想要根治就是
切除子宫。

通过朋友的介绍，赵女士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来到了市妇幼保健
院，找到了妇科刘锦钰主任。经住
院检查，赵女士的子宫像怀孕4个
月大小，子宫后壁有一个约 10cm
的腺肌瘤病灶，医疗团队对其病情
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最后定下
治疗方案——腺肌症病灶切除术，
这样既可以减少身体的损伤，也最
大可能保留赵女士的子宫。

据刘锦钰介绍，病灶切除主要
是将子宫剖开，找到病灶部位以后
切除病灶，然后两瓣法缝合。由于
子宫腺肌病的病灶边界往往是不
清楚的，因为没有完整的包膜，腺
肌病灶切除后缝合是个难点，缝合
方法不对容易造成出血感染，难度
非常大。手术中，刘锦钰带领团队
审慎判断、精细操作，并根据赵女
士的实际情况采用了棒球式等缝
合术。手术顺利完成了,术后患者
出血较少，恢复良好，赵女士也对
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全体医护人员
表达了由衷的谢意。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中医
医院获悉，在7月21日举办的安徽
省医院感染管理相关标准执行竞
技赛中，医院《更新感控理念 筑牢
安全基石》案例获“优秀案例奖”。

据悉，此次竞技赛活动主题为
“践行院感标准 助力疫情防控”，
自5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举行，旨
在进一步推进医疗相关标准的贯
彻实施，充分发挥标准在疫情防控
中的技术支撑作用，规范临床医疗
护理行为，切实提高医疗机构院感
防控能力水平，保障人民生命健
康。大赛分资格审查、市级初审、
省级推荐三个阶段进行。

按照医院感染相关标准执行
竞技赛预赛评选标准，市医院感染
管理质量控制中心推荐市中医医
院牛彩侠、薛景的《更新感控理念
筑牢安全基石》，王雨的《院内感染
防控，始于手卫生，成于你我》两项
案例参加“省级线上评选”。省级
竞技赛组委会专家按照“第二季度
国家医疗相关标准执行竞技赛活
动方案”标准，遴选牛彩侠、薛景

《更新感控理念 筑牢安全基石》入
围全省 60 项优秀案例之一进入

“省级现场评选”。
在“省级现场评选”中，薛景通

过8分钟的PPT精彩演讲，将市中
医医院对医院感染控制标准执行
情况、成效及取得经验，用翔实的
数据展示了践行医院感染控制标
准对持续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医疗
质量、确保医患安全等方面工作的
专业化、标准化、示范化作用。

近年来，市中医医院在突出中
医特色优势的同时，强化医院专病
专科内涵建设，逐渐改善患者就医
环境，提升患者就医感受。在加大
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上，出台 32 项
120 个相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执行标准等，并纳入《淮北市中医
医院绩效考评标准》严格履行。科
室班前例会日日讲，院级一周一评
比一公示，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有
力地促进了医院医疗质量安全工
作良性循环，医院院感工作标准
化、精细化科学管理水平与能力日
渐提升。在全国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中，市中医医院院感质量成绩在
全省市级三级中医院中领先，在市
质控检查中多次受到表彰，先后获
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改善医疗服
务先进医院等荣誉。此外，在中国
中医科学院联合国家中医药学会
对全国公立地市级及以上三级中
医医院中医药优势特色及科技影
响力百强排行榜中位列第 86 名，
成为全国百强之一。

濉溪县卫健委
荣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市妇幼保健院
成功实施一例腺肌症病灶切除术

市中医医院一院感案例
获省竞技赛“优秀案例奖”

本报讯 7 月初，濉溪县医院
成功举办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呼
吸内科临床诊疗规范学习班》暨淮
北市肺癌质控中心培训会。省、市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学者作
学术讲座。

省级继教班分上下午专场进
行，省级教授从肺癌的诊疗规范、
肺炎的最新指南、呼吸介入的治
疗等多个方面对呼吸系统疾病剖
析分享；市质控中心培训会内容
立足肺癌疾病流行病学现状，兼

顾前沿性与实用性，旨在提高临
床医师对成人肺癌疾病的诊治水
平，合理利用医疗资源，促进公众
呼吸健康。专家学者们内容丰
富、生动精彩的授课给与会人员
带来了最新临床诊疗进展，同时
也进一步加强了各单位的学术交
流。

据了解，我国目前已初步建
立国家、省、市三级肺癌质量管理
构架，质控中心从管理、技术等方
面开展工作，通过肺癌质控中心
的培训、督查，让患者得到全程
化、一体化、同质化医疗的服务。

濉溪县医院举办
省级继教班暨市质控中心培训会

市人民医院独立完成我市首例腹腔镜下经皮肝癌微波消融术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马征 祝滨

■ 记者 俞晓萌 通讯员 葛德昇

■ 记者 俞晓萌 通讯员 张娉娉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辛娜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李骏

■ 记者 俞晓萌 通讯员 张娉娉

■ 记者 王陈陈
摄影 记者 冯树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