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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中心!专业源于专注 成功源于细节

解读新崛起的郸城县中医院之十一

!

晚报记者 徐松 文
.

图 通讯员 王珍 张永红

!全县
//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有
//0

多个

集市#上午前往白马镇#有张集"宁平集"南丰

集
1

个集市# 可能会堵车$$没有集市时#去

李楼乡走胡集乡路更近#去巴集乡北部走汲冢

镇更快捷$$% 这是郸城县中医院急救中心
1

位司机肖军&谭光普&丁高林多年的行车笔记#

他们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郸城地图#上面标注

得密密麻麻'

!现在我们根本用不着笔记和地图了#全

县哪个行政村路好"哪个地方有路沟"哪个地方

下雨会打滑#喏#都在这里呢( %说着#谭光普拍

了拍脑门儿)

!我们的职责很明确*最安全的行车路线+最

短的时间到达"最快的速度把病人拉回来,%有着

多年驾驶救护车经验的肖军说#他们
1

人专职又

专业#多年来专门研究路况#对全县
''

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
+222

多个自然村的路况了如指掌,

丁高林也接过话茬说*!只要告诉我目的地#我脑

子里就像有导航一样# 瞬间自动出现几条路线#

并选出最好道路#以最快速度到达目的地, %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郸城县中医院急救

中心#司机都这么谨慎细心#可想而知#这个团

队的战斗力该有多强大,

郸城县中医院急救中心分为急救站和急

诊科两个部门# 拥有一支由副院长王景春为主

任医师#刘霞&刘洪为主治医师的实战经验丰富

的急救队伍, 其中#急救站主要承担出车接诊&

院前急救&病情处理等任务#拥有救护车
1

辆#

均装备有行车记录仪# 车上急救药品及急救物

品齐全#保证病人第一时间得到救治#从而有效

降低病人死亡率&伤残率,急救站医护人员先后

前往省人民医院&郑大一附院进修过急救专业,

根据农村基层急救常见病例# 一线医护人员对

各种复合伤&骨折&农药中毒&心脏疾病及脑梗&

脑出血等有一整套完善的救治体系# 保证病人

得到及时救治#最短时间拉回医院复诊,

急诊科相对于流动性强的急救站# 拥有更

加专业和大型的抢救设备,急诊科内有洗胃机&

应急抢救室&心电监护仪等#并按照各种病症的

抢救流程# 创建了现场急救-途中转运-对应

科室-重症监护室的绿色生命通道, 以急诊科

为预检分诊中心# 郸城县中医院骨干医生已经

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发现
+'2

急救车回来#凡

是当时没有诊治任务的# 就会到急诊科辅助抢

救病人,所以#郸城县中医院的所有医生都是急

救中心成员,

!急救中心的医生必须是全能医生#各种抢

救知识都要懂,根据农村基层车祸骨伤病人多&

农药中毒病人多&心脑血管病人多的情况#我们

医院的绿色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无论哪一种危

急病人#在急救中心都能得到有效治疗,一旦病

人病情危重# 我们会将其通过绿色生命直接送

达重症监护室# 由全院骨干医生共同会诊&抢

救, %主治医师刘霞说,

!人说读万卷书胜过行万里路#我看行万里

路胜过读万卷书,通过多年的抢救经验#我们的

司机总结出了通往全县每个区域的最短最快路

线# 我们的医生总结出了各种病症的有效治疗

方法#我们的科室设备配备科学#达到最有效而

且不浪费, 我们急救中心医护人员时刻都在战

备状态#只要急救电话铃一响#立即启动应急抢

救预案# 以最快速度将治疗设备送至危重病人

发病现场维持生命# 保证危重病人现场抢救的

及时性和高质量性#转运途中治疗上的连贯性#

使危重病人抢救存活率得以提高,%主治医师刘

洪介绍,

!我们急诊中心故事多#因为我们以抢救生

命为第一要务#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每一位危重

病人#从来不算经济账#所以#也难免遇到一些

.难缠户/)例如#我们曾抢救过一位因醉酒而摔

伤胳膊的病人#由于病人的伤口过大#医生必须

采取缝合措施) 在治疗过程中#病人又吐又闹#

弄得医生+护士全身酒气) 第二天#病人康复醒

来后一分钱不给# 还呵斥医生说他胳膊上有疤

有碍美观# 如果以后娶不到媳妇就和医生算

账) % 该院急救中心护士也是个顶个的 !女汉

子%#即使遇到!难缠户%没有收到钱#白忙乎一

场#她们也能苦中作乐#自己安慰自己)

这就是郸城县中医院急救中心# 专业源于

专注#成功源于为人民服务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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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以0赶快修

修吧#市区多处自来水渗漏1为题#对周口市区

工农南路和八一大道等路段自来水长时间渗漏

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

月
+2

日上午#周口!银

龙%相关负责人看到该报道后非常重视#当即安

排维修人员赶到各渗漏点进行测漏+抢修)经过

两天的抢修#两处渗漏点已全部修复完毕)

对工农路铁路道口因自来水渗漏成 !河%的

现象#维修人员检测确认属于自来水管道漏水)而

该处自来水管道产权归属铁路部门的一个家属

院)前段时间#该家属院自行更换了新的自来水管

道#但未将老自来水管道封闭#致使大量清水流失

且积水成!河%) 对此#维修人员立即挖沟抢修#将

老自来水管道封闭)

*

月
+2

日下午#堵漏之后#路

面积水很快沉降#露出道路原貌) 同时#周口!银

龙%通报相关部门#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维修人员检测八一大道 2太昊路与莲花大

道段3上的自来水渗漏点后#发现该区域供水管

道和供水阀门严重老化' 维修人员在雨中搭起

帐篷#于
*

月
++

日下午将此区域
+,2

毫米口径

的供水阀门+

(

米长的供水管道更换完毕#有效

控制了漏水现象'

针对工农路与太昊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处自

来水井!溢水%严重的情况#维修人员检查发现#

该自来水井溢出的水不是自来水# 而是附近工

地从楼房地下室向外抽的水' 记者跟随维修人

员趟过路面积水# 清理干净自来水井附近的杂

物后# 看到一根大口径的排水管横插在自来水

井内#大量清水溢出#导致路面积水成!河%' 据

悉#该排水管通向工农路路西一工地'看守工地

的人员说#工地已经停工一段时间#但楼房地下

室长时间有地下水渗出形成积水# 工地施工方

只好抽水外排'由于无处排放#工地施工方便把

积水排进了路边的自来水井'对此#维修人员建

议工地施工方把积水排入下水道# 这样既能排

工地积水+又不会造成路面积水#还能疏通下水

道'

追踪 !赶快修修吧"市区多处自来水渗漏#

!!!!!!!

月
"#

日
$

时至
%&

时 因线路综合治理#南
3

板2黄河路东线3车工西开

关以上+南
*

板2交通大道

!

线3

!

交工南以上+南

++

板 2交通大道
"

线3

"

交工南以上停电'

影响范围$工农路2交

通大道以南3+ 莲花大道#

铁路建材城+人大政协楼+

五一路污水站 2双电源3+

中汇小区+锦绣花园+移动

花园+华威家具'

!

月
"'

日
$

时至
"&

时 因高压线路单变双#北

+,

板+北大北开关停电'

影响范围$神农路#产

业集聚区'

遇有雨雪! 大风等恶

劣天气或电网运行方式不

允许"将调整计划#

周口供电公司
停电计划

工农路铁路道口因自来水渗漏成%河& 堵漏之后"积水很快沉降"露出道路原貌

急救中心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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