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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中心医院对医务人
员进行“三基三严”考核
4月 1
5日上午，我院党委书记
蒋明伟带领行风办主任孙海云、门
诊部主任袁庆密、医保办主任李春
哲等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市广播电
台《行风热线 》直播室，现场答疑解
惑、受理群众投诉、
接受群众的意见
和建议。
当日上午 8
：3
0
-9
：3
0分，上线
仅 1小时，就接听受理社会群众电

话 8个，
其中咨询电话 1个。直播过
程中，虽然《行风热线 》导播与主持
人不断提示社会群众这是一个找
差补短、接受批评、解决问题的交
流平台，但实际切入接通电话的群
众还是由衷地对我院的医疗服务、
护理服务、门诊服务、后勤保障及
诊疗秩序、就医环境等方面给予充
分肯定，对心内科、神经科、风湿科

等多个科室提出表扬，特别点名表
扬了李美荣、张青山、庄海峰、邵博
一等医护人员，同时，
出于对我院更
高的期望，友善而诚恳地提出了我
院服务细节方面的不足之处。
当日下午，行风办与门诊部等
联合对存在问题的科室和个人进行
了个别谈话和批评教育。相关科室
等立即行动，制订并落实了针对性

的整改措施。
4月 1
6日，行政早会和院周会
通报、梳理反馈了《行风热线》的意
见和建议，
院领导要求全院各科室，
以《行风热线》所反映的问题为抓
手，强化服务规范落实，
不断完善服
务细节，以实际行动，展示“人民满
意医院”
良好品牌。
孙海云

年过 7旬老人莫名胸痛 病因：
胸主动脉穿通性溃疡

我院独立完成的“微创主动脉支架植入术”
获成功
赵老先生今年 7
6岁，平时身子
骨还算硬朗，就是血压有些高，
会不
定时的吃一些降压药。3月 2
9日早
上，赵老先生无明显诱因突然感到
胸闷，同时伴有左肩、左背刀割一样
的剧烈疼痛，家人见状连忙把赵老
先生送到市中心医院就诊。经 CT
扫描显示：胸主动脉穿通性溃疡，同
时合并动脉壁内血肿。
负责为赵老先生治疗的徐州市
中心医院心内科医生王诚博士介
绍，该病是由于患者日常血压控制
不好，导致主动脉内的压力增大，
造
成主动脉穿通性溃疡同时合并动脉
壁内血肿，该病病情十分凶险，
而且
恶化的速度也非常快，必须尽快进

行手术。而传统的手术方法是外科
开刀，需先将胸腔打开，
然后再对主
动脉进行修补，
但该手术创伤大，需
大量输血，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
鉴于患者高龄，难以耐受常规
手术治疗。经专家组研究讨论后，决
定为赵老先生实施主动脉支架植入
术。据了解，
该手术系微创手术，其
方法是在股动脉局部小切口，把覆
膜支架送到主动脉破口位置，将破
口封闭。说得形象一点，
如果把患者
的主动脉血管比作一个轮胎，如今
其“内胎”发生了破口，随时会危及
患者生命，因此要将植入一个人工
支架，将破裂的“内胎”快速封堵住。
4月 2
0日，市中心医院心脏诊

疗中心专家组在导管室成功为赵老
先生实施主动脉支架植入术。心脏
诊疗中心付强主任等专家进行全面
术前指导，制定详细手术方案，心内
科王诚博士、张毅刚副主任医师和
心脏外科孟磊副主任医师一起联
手，
为赵老先生实施手术。
手术仅在
腹股沟区有一个 7
c
m左右的切口，
整个手术过程基本上不失血。术后
造影显示赵老先生的主动脉破口被
成功封堵，手术获得圆满成功。
目前赵老先生病情稳定，胸痛
症状消失，术后第 2天就能下床活
动，很快就能康复出院了。这是由
我院心血管专家独立完成的首例主
动脉支架植入术，也是徐州地区各

家医院独立完成的第一例主动脉支
架植入术。
提醒：
老年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血压
主动脉穿通性溃疡是一种非常
凶险的疾病，
其特点是发病急，病死
率高。此病好发于 5
0岁以上的高血
压、高血脂症患者，
尤其是血压控制
不好的患者。好发的季节为季节交
替、寒冷变换无常时。
其主要症状是
肩、背部出现刀割一样的撕裂性疼
痛、大汗、
休克等。
因此，
提醒高血压、
高血脂老年
朋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控制
好自己的血压，
出现上述症状时，要
及时就医。
张雪园

徐州市中心医院：
“方便门诊”
真方便
4月 2
1日上午 8
：3
0
，一位 6
0
多岁的女士在我院门诊取完药后，
专题到综合服务台向我们表达了
“你们医院的方便门诊真方便”的
意思。

20分钟时间完成就医过程
这位女士的丈夫是一位心脏
病患者，也是我院的一位老患者
了。在数次就医诊疗的过程比较
中，这位阿姨深感我院的方便门诊
之方便。据这位女士介绍，因为家
里有老病号，所以要经常到医院门
诊开处方、取药。在别的医院挂号、
划价、收费、取药等环节下来，常常
要花费一上午的功夫，要不断的排
队等候。由于我院在门诊一楼挂号
处专设了“方便门诊”，所以她根本
无需挂号，医生可以直接为她开处
方，在挂号收费处缴费后，再到取
药处就可以取药回家了。这位女士
说：整个过程 2
0分钟就完成了。

无需挂号直接开药真方便
宗华，是徐州市中心医院方便
门诊的坐诊医生。他和他的另两位
同事，可以说是深受一些慢性病患
者等老患者的欢迎。由于需要长期
服药，慢性病患者常常需要到医院
续药。如果每次都去各专科找门诊
医生开药，显然很费时。而到宗华
这里，患者无需挂号，宗华会根据
患者的病历记载、根据医疗原则和
患者的要求，为患者免费开具处
方。无需挂号直接开药当然“真方
便”
。

让门诊更方便不止“方便门诊”
设在徐州市中心医院门诊一
楼大厅挂号收费处边上的“方便门
诊”，只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为门诊
病人提供方便的有效举措之一。
徐州市中心医院门诊部袁庆
密主任告诉我们：在全市继续深入

开展“争创人民满意医院”、
“ 争当
人民满意医生”活动过程中，为了
让病人门诊就医满意，医院进一步
完善了方便门诊、专病门诊、周六
周日专家门诊、联合门诊、特需门
诊、预约门诊、体检门诊等个性化

门诊，同时加大医技检查科室的工
作力度，
提高工作效率，
公开服务承
诺，开展限时服务、便民服务，让病
人满意在我院。
孙海芹

为检验医务人员诊疗水平，提
高医务人员业务素质，加强医务人
员对法律法规、核心制度的掌握，4
月2
3日下午，我院医务处、门诊部
对全院 4
5岁以下医生进行了“三基
三严”考核。
考核内容包括三基理论和法律
法规、核心制度。目的就是要通过考
试考核，督促医务人员学习业务知
识，提高医疗服务技能，保障医疗安
全。考核结果将在院内网上公布，成
绩纳入年终个人考核档案，不合格
者将受到全院通报批评和处罚。
张娜

医患连心
徐州市中心医院各级领导、胃
肠外科全体医护人员：
在我写这封感谢信时，不禁回
忆起当时母亲入院、住院时的一场
场、一幕幕，感激的心情无以言表。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胃肠外科的吕孝
鹏主任医师，
谢志远医师、王庆红护
士长、文雪、曹雪梅、张蒙护士及胃
肠外科的全体医护人员，忘不了你
们下班时间仍在坚守岗位，忘不了
你们手术台上辛苦的忙碌，更忘不
了你们对患病的母亲严谨诊治、精
心护理时的那份投入，在这里请接
受我们全家对你们的衷心感谢，愿
好人一生平安！
作为一名普通百姓，我们对医
学知识一知半解，因此没少给医生
出难题，添麻烦。可你们从来不愠不
火，耐心讲解，力所能及的为我们提
供了许多便利。正是由于你们的精
心治疗和护理，才使得母亲的治疗
方案得以顺利有效进行。在医患关
系如此紧张的当今社会，你们以全
心全意的付出，诠释了医患关系的
真谛！你们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
术，不辞劳苦、任劳任怨的优秀品
质，浇铸了医务人员特有的高大形
象。真可谓平凡之中更见伟大！
同时，我也感谢中心医院的各
级领导，感谢你们培育出像吕孝鹏、
谢志远、王庆红这样的优秀医务人
员！千言万语的感谢最后也只能汇
成一句祝福的话：真心祝愿胃肠外
科全体医护人员身体健康、工作顺
利！
患者家属：
王雷

口腔溃疡的原因、
注意事项及护理
春天多干燥，让很多人的嘴里
冒出了一个个小“地雷”——
—口腔
溃疡，这些疼起来吃不香、坐不稳
的小东西着实让人烦恼。为什么会
出现口腔溃疡的？因素有很多，比
如：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感染；营
养不良、维生素缺乏；消化系统疾
病如肠胃溃疡炎症、便秘、腹泻等
的影响；微量元素缺乏，如缺铁、叶
酸、B1
2以及锌等；内分泌失调；精
神、神经因素，如工作劳累、精神紧
张波动、神经功能紊乱失调等。
人一旦感冒、情绪低落、身体
疲倦或免疫力下降时，病毒就容易
发作，引起口腔溃疡。如果您想尽

快远离口腔溃疡的困扰，请注意以
下几条建议。
1
．很多患有口腔溃疡的人都
是在过度劳累后发病或加重的，尤
其是现代人生活紧张、精神压力
大，因此要适当减压，放松精神，避
免过劳保证充足睡眠很重要。
2
．患口腔溃疡的女性多于男
性，尤其在月经前夕容易患口腔溃
疡。因此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
养，不要过度减肥，维持体内雌激
素的正常分泌。
3
．如果您在试用了某种新牙
膏，或吃了某种从没吃过的食物之
后患了口腔溃疡，要考虑是不是过

敏引起的，
要立即停用停吃。另外，
建议用温水漱口，然后将少量原汁
蜂蜜敷在溃疡面，多次重复，第二
天溃疡就会明显好转。
4
．口腔溃疡发病时多伴有便
秘、口臭等现象，因此应注意排便
通畅。要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还
要多饮水，
至少每天要饮 1
0
0
0毫升
水，这样可以清理肠胃，防治便秘，
有利于口腔溃疡的恢复。
5
．口腔溃疡多半也伴维生素
B2的缺乏，用维生素 B2
、
B6等维
生素 B群治疗都是有效的。还应通
过饮食牛奶、鸡蛋、小麦胚芽等食
物来补充维生素 A、
锌等。

6
．口腔溃疡也被认为是身体
变弱的信号，因此您不应忽略加强
运动，
改善体质。
口腔溃疡护理：
1、找找你的敏感食物:
禁忌食
用敏感食物是避免发病的重要环
节，应该从生活中找到哪些饮食与
你的口腔溃疡发作有关，从饮食中
剔除它们，不再发作，说明就是原
因，然后一样一样试着吃，最后根
据情况确定敏感食物。
2
、勿食辛辣:
烟酒、油炸食物都
可形成对口腔溃疡的刺激，最好离
它们远些。
3
、多食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是

身体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的来
源，摄入不足就会有缺乏症，和口
腔溃疡的发作有直接的关系。
4、饮食平衡:
饮食多样，不偏
食，多吃杂粮、粗粮、绿叶蔬菜、水
果、薯类、豆制品、牛奶等，做到膳
食平衡。
5
、保持大便通畅:
肠道通，血管
通是健康的标志。大便通畅是预防
和防止口腔溃疡复发的基本前提。
总之，
“ 日行八千步，夜眠八小
时，三餐八种菜，不少八杯水”
，不
仅能使您远离口腔溃疡，还会远离
其它疾病，永葆健康。
张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