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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吴老先生吃饭时突然嘴角
歪斜、言语不能，疑似突发中风，被子
女送到市七院，医生在造影时发现他
不仅椎动脉重度狭窄，而且颈动脉和
右侧股动脉都出现了重度狭窄，病情
十分危急，需要立即手术。

听到病情这么严重，子女慌了
神，考虑是否要转去市里医院。然而
时间紧急，吴老先生的病情不允许路
途耽搁。最终，在医生的沟通解释
下，子女决定留下治疗。吴老先生被
推进手术室，手术非常顺利，老人家

术后恢复良好。
“幸亏我们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路

上，那样一拖可能反而就危险了！”出
院时，吴老先生的子女感慨，“家门口
有这样医疗技术过硬的医院，真是让
人安心不少。”

“其实我们医院脑外科从2016年
就开始开展神经血管介入治疗，是全
市较早开展这项技术的医院之一。”
市七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曙辰介绍，

“目前，我们脑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
术全年开展近300例，此外还开展脑

动脉瘤夹闭术、颅内动脉瘤栓塞术、
颅内动脉狭窄支架成形术、急性脑梗
死的急诊溶栓等多项DSA介入治疗
的新技术。”

吴老先生并非孤例。将烧伤面积
90%以上的年轻夫妻抢出“鬼门关”，
从死亡边缘救回肺栓塞的电焊工，近8
小时显微手术成功再接断腕……正是
凭借着过硬的医疗技术，市七院为常
州东部居民筑起了一道健康长城。

近年来，市七院始终秉承以病人
为中心的理念，以高水平发展为目标，

大力发展医疗技术，提升急危重症疑
难病例的综合救治能力，强化内涵建
设。医院老年科、骨科、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先后成为市级临床重点专科，
新申报不停跳心脏破裂修补术、经皮
左右心导管检查术、单孔腹腔镜阑尾
切除术等20多项技术。

为进一步提升医疗能力，医院成为
苏州大学附属常州老年病医院，深入科
教研合作，并与苏州大学共建常州老年
病研究所，以打造专科、强化特色为重
点，推动老龄健康事业蓬勃发展。

市七院：不惧“危重症”，托举“东大门”
□本报记者 李青 通讯员 七轩

11 月，常州市医疗急救网络东
部中心正式落户市七院，将更好统
筹区域内院前急救管理，进一步提
升常州东部地区的院前急救能力，
从而为下一步提升全市急救医疗服
务能力打下扎实“地基”。

急救能力，正是健康服务能力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意味着敢打、能
打“硬仗”。而健康，则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共同追求。

2015 年，随着市政府区域调整
规划的实施，常州经济开发区成
立。自此，热土醒来，“东大门”的发
展日新月异，于医疗等方面的民生
需求也日益增长。作为区域内唯一
的市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市七院近
年来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化身
区域发展最坚实的“后盾”。

“现有一名20多岁的车祸患者，
锁骨、肋骨、骨盆等多部位骨折，已包
扎止血，但血压很低，请做好抢救准
备！”救护车正载着患者飞速赶往市七
院，而相关的信息已经更早一步到达。

救急大厅中，一组医务人员飞速
集结，奔向门口接应。

“血压过低，患者陷入半昏迷，怀
疑肝破裂导致严重内出血，赶紧送检
查！”

“锁骨、肋骨、骨盆多处骨折，不危
及生命，以腹部创伤为先！”

经值班的创伤组成员会诊评估、
组长拍板，仅半个小时后，患者便被推
进手术室。打开腹部后，目之所及皆
浸泡在血水之中，是毫无疑问的严重
内出血。经过2个小时的手术，医生
将肝脏部分切除，并进行修补，终于从

“鬼门关”抢回了这条年轻的性命。
严重的创伤往往涉及多部位、多

脏器的损伤，伤情复杂。在传统急诊
流程中，由值班的急诊医生判断病情，
再请相关科室医生前来会诊，而各科
室医生在处理多发伤时易于专注于其
专科范围内的创伤，而忽视了其他部
位的创伤，造成漏诊。而且，由于是会
诊，常会发生责任不明、相互推诿的情
况，从而耽误抢救。

市七院则不同，创伤中心设立由
至少3名医师组成值班创伤组，组内
须包含1名骨创伤医师、1名脑外科医
师和1名创伤普外科医师，每个人都
具备头颅、胸腹部及骨盆四肢创伤的
救治能力，其中1人为组长。以专业
的创伤救治团队为单位，有效避免了
传统急诊制度的弊端，使重症多发伤

患者抢救的时效性得到保障。
在脱离生命危险后，骨科团队又

为患者进行了肋骨固定手术。不同于
往常的是，患者不用再换到骨科的床
位，等新的床位医生、护士交接，而是
原床不动，即可享受多科室医生、护士
的服务。

“现在的创伤外科病区整合了神
经外科、胸腹部外科和骨科等专科，在
整个治疗过程中，来自多个学科的医
生和护士相互配合，共同查房、护理。
不仅免去了患者换床挪动的不便，也
提供了更加全面、精准的服务。”急诊
科副主任唐会峰介绍说，由此，急诊创
伤中心实现了创伤评估（前台）、创伤
ICU（中台）和创伤病房（后台）的三位
一体，创伤值班组将跟进患者治疗的
全过程。

经开区处于沪宁创新走廊与长江
经济带的重要战略节点，沪宁高速、常
合高速呈交叉状穿越，京沪铁路、沪宁
城际铁路、沿江城际铁路已经或即将
在这里设站，大运河、新沟河等河道连
通太湖、长江。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常
州东部建设一个高水平的、设施设备
完备的急诊创伤救治中心，为当地百
姓提供更加优质的急救服务已成为必
然。

近年来，市七院重点强化创伤、卒
中、胸痛、危重孕产妇救治和危重儿童
以及新生儿救治五大中心，开通绿色通
道，组建多学科团队，建立标准化操作
流程，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实现高危因素的全程管理以及危急重
症的有效救治。数据显示，中心年接诊
各类急诊患者达55000余人次。

凌晨时分，因为高热惊厥，2周岁
的小美被救护车从横山桥送到市七
院。她从白天起就高烧不退，断断续
续地咳嗽，入夜后更是开始抽搐，经当
地医院诊断后转至市七院。

“孩子来时已烧到近40℃，呼吸
急促、嘴唇发紫，据说惊厥已经超过半
个小时了。”市七院儿科副主任张子前
回忆，儿科医生立即给小美吸氧，并给
予抗惊厥药物，控制住抽搐症状后，再
收治住院进一步观察。

“高热惊厥多发于6个月至4岁的
患儿，主要表现为突然发生的全身或
局部肌群的强直性或阵挛性抽搐，双

眼球凝视、斜视、发直或上翻，伴意识
丧失。孩子是全家人的心肝宝贝，惊
厥的表现又比较‘吓人’，一旦发生往
往全家出动。”张子前说。

经开区共有3镇、3街道，下辖60
个行政村、21个社区，总面积181.2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39万。为了
守护千万家儿童的健康，市七院儿科
常年24小时开诊，高峰时期日门诊量
超过600人次。

与孩子一样令人挂心的，是老人。
截至去年底，我市60周岁以上户

籍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00万人，占户
籍总人口的25.99%。如何积极应对

人口结构变化挑战？市七院正通过打
造高品质医疗服务体系，全力推动健
康服务转型发展。

2018年，市七院就增挂常州市老
年病医院的牌子，2019年建成三级老
年病医院，医院老年科是市临床重点专
科。针对老年患者一体多病、多种老年
综合征共存于一身的情况，市七院率先
在全市范围内探索老年病诊疗模式，开
设老年心血管内科、老年神经内科、老
年内分泌科、老年呼吸内科四个亚专科
病房，让患者“一次就诊，享受多个专
业、多位专家的协作诊疗”，改变病情复
杂患者就诊时需要奔波于不同的科室

求医的问题，实现内科、外科等多科室、
多治疗手段相互融合，为老年人提供全
面并且便捷的诊疗服务。

此外，新急诊病房综合大楼预计将
于明年初投入使用，届时，医院核定床
位数将达1000张。常州市医疗急救网
络东部中心也将设置于新大楼内，全新
的急救中心将为东部地区百姓提供更
专业、更及时、更有效的医疗救治服
务。新大楼还内设健康管理中心、康复
医学中心、老年医学中心及病房等，实
现康养一体，为百姓提供更加优质、温
馨、舒心的医疗就诊环境，擦亮“常有健
康”名片，助力“532”发展战略。

兵贵神速 五大中心应对“急危重症”抢救

精益求精 不断升级技术“打硬仗”

全面推进 健康服务覆盖“一老一小”

□本报通讯员 卫健宣

近期，常州市医疗急救中心接到
了许多非急救类咨询电话，尽管中心
调度人员一一耐心答复，但他们提醒：
非急救类咨询电话占用了急救呼救通
道，导致真正需要急救的患者或者家
属打不进120电话，给急危重症患者的
抢救带来了严重影响。

据统计，12月12日至17日，中心
共接到呼救电话12785个，有效电话
6744 个，咨询类电话 813 个，派车
1864次。与上周同期相比，呼救电话
量增长了 27%，有效电话增长了
16.8%，咨询类电话增长了154%，派车
数增长了13.9%，目前呼入电话量还在
持续增长中。

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优先
满足急危重症患者的用车需求，“常州
120”给予市民如下建议：

一是对于情况紧急确需现场急救
的病患，请拨打“120”。来电要明确接
运患者的地址、简要病情概括、保持镇
静和语言表达清晰。市医疗急救中心
将优先满足急危重症患者的呼救，尽

快安排急救车辆和医务人员到现场采
取急救措施后转运至定点医院。

二是非急危重症患者、无需现场
急救的病患，请避免占用“120”救护车
资源。患者可以拨打我市发热门诊
（诊室）以及儿童、孕产妇、心理等24小
时热线或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足不出
户的线上咨询，减少聚集，避免交叉感
染；必要时应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
下，到附近医院进行就诊。

另外，以下情况，请不要拨打120。
1.健康咨询。如有个人健康管理、

慢性病的药物调整、日常门诊就医指
导等问题，请拨打家门口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电话获取健康指导。

2.疫情政策解读。如咨询疫情相
关政策解读、落实情况等问题，请拨打
12345常州市政务服务热线或属地疫
情防控指挥部电话。

3.恶意骚扰。根据相关法律，恶意
拨打急救电话，占用120急救资源，干
扰120正常运行的违法行为将受到法
律的惩罚。

此外，还有其他和急救无关的事
宜，也不要拨打120。

非紧急不打120

让“绿色生命线”畅通无阻

市七院：上线老年综合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
科、神经内科、肾内科等科室的30位医疗护理专家，为慢病患
者提供智能导诊、寻医问药、线上复诊、送药到家、视频问诊、图
文问诊、报告查询、移动支付等服务。同时，为特需护理患者提
供上门服务，包含复诊评估、线上申请、线下护理、医废处置等。

24小时热线+互联网诊疗“救”在您身边
本报讯（赵霅煜 卫健宣） 近日，

为了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优化措施，
市 卫 健 委 开 通 了 24 小 时 儿 童
（13861213119）、孕产妇（18912331595）、
血透（0519-88125553）患 者 就 医 及
心 理 咨 询 热 线 （13915016801、
18661232225）。同时，全市开放多家
互联网医院，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

者提供复诊服务，开具在线电子处方，
并提供预约到院取药或者邮寄药品到
家服务（针对复诊病人）。

广大市民如有非紧急就医需求，
请优先选择互联网医院，如有发热、咳
嗽、乏力等疑似症状，也可通过互联网
医院足不出户线上咨询，减少聚集，避
免交叉感染。

市一院：互联网医院开设新冠肺炎“义诊专区”提供免费
咨询服务，24个临床科室111位医生先后参加到互联网义诊，
这种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新冠防控居家健康指导的义诊方式
获得市民们的普遍好评。

市二院：新增成人新冠门诊、儿童新冠门诊（周一至周
日），便于居家隔离人群在线就诊、配药，评估病情，并可根据
专家意见及时转线下就诊，在家隔离也能享受优质、安全医
疗服务；同时，互联网医院心理咨询门诊，免费提供咨询；针
对儿童及成人发热患者增设排班，对于十大症状患者免费咨
询，争取非必要不到院，在家解决发热问题。

市中医医院：微信搜索“常州市中医医院”，点击关注“常
州市中医医院”微信公众号，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常州
市中医医院杏林医话”进入消息页面。首页选择互联网医
院，进入互联网医院，选择在线诊疗。

市三院：在线为患者提供线上复诊、预约挂号、专家问
诊、线上配药、快递送药上门、病案在线复印申请邮寄等全流
程服务，后续将有更多的临床科室加入到线上诊疗服务。患
者在互联网医院选择在线复诊的医生并提交申请后，医生可
以通过图文、语音及视频的方式，与患者在线交流病情、查看
病历资料。

市四院：开设肿瘤咨询门诊（周一至周五上午），便于肿
瘤患者、肿瘤康复患者及家属在线咨询、就诊、配药、评估病
情等，对于肿瘤患者居家期间出现发热等不适给予专业指
导。微信扫一扫直接进入“常州四院患者端”小程序即可。

市妇幼保健院、市一院钟楼院区：为方便广大群众疫情
期间就诊，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互联网医
院全新上线，让患者在家也能满足就诊需求。关注医院官微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第五人民医院”或“常州妇幼智慧门诊
服务中心”。

市儿童医院：复诊病人（6个月内在该院就诊过、病情稳
定且已经确诊为慢性病或者常见病的患者）可登录常州市儿
童医院公众号——互联网医院在线就诊，皮肤科、中医科、普
外科、耳鼻咽喉科、儿保科、眼科、呼吸科、神经科、内分泌科、
骨科康复科、泌尿外科等科室专家在线为您服务。

在医院之外，如家中、公共场所、
野外等，只要发生以下情况，应该立
即拨打120呼救。

1. 突发疾病：如患者出现昏迷、
胸痛、呼吸困难、抽搐等急危重症表
现。

2. 意外伤害：因车祸、生活意外
等原因导致身体严重受伤。

3.突发事件：发生火灾、溺水、触
电、中毒等灾难事故时。

4.其他各种突发因素导致生命健
康出现重大问题，需要医疗帮助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