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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年 12月 21日上午，市委书
记林先华带领市发改、国土等部门负责人莅
临我院视察改扩建项目进展情况，市卫计局
局长王必胜、我院领导班子等陪同视察。

视察过程中，林先华书记仔细询问了项
目进程，我院院长陈增瑞做现场汇报：医院改
扩建项目总用地面积 32 亩，总建筑面积约
10.97万平方米（含地下 4.07万平方米），为地
上 13层、地下 2层建筑，规划床位 600张，主
要建设急诊医技住院综合楼、感染楼，项目总
投资约 7.5亿元。目前，项目建筑方案已通过
评审，后续工作正有序推进。
就项目推进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林先华

说，这是一项民生工程，全市人民密切关注，
期望很高。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大力支持，为项
目建设提供全方位保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早日建成投用，造福全市人民。

渊应挺刚 陈真真冤

市委书记林先华
莅临我院督查改扩建工程

“谢谢你们，救了我妈妈！”近日，市民陈女
士来到我院 ICU护士站，将一面锦旗送给了医
治其母亲的全体医护人员。陈女士的妈妈柯大
妈之前因“肺栓塞”突然昏倒在马路上，之后进
医院抢救。期间，柯大妈心脏 5次停跳，医院三
十多个医生护士轮流上阵，心肺复苏做了两个
多小时，终于从死神手里将她抢回。

老人晕倒在马路中央
众人合力 4分钟送进医院
柯大妈今年 57岁，身高 160厘米，体重

150多斤，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有糖尿病、高血
压等毛病。出事前几天，她就感觉有点不舒服，
去社区门诊一查，血压有点高，心跳也过快。

已经是“老病号”了，柯大妈也不怎么当一
回事，准备有空去抓点中药吃吃。但孝顺的陈
女士知道后，说这样不行，明天就要带妈妈去
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2017年 12月 13日这天，陈女士特意请了
假，上午 8点多，就开车载着妈妈去医院。刚坐
上车时，柯大妈精气神还挺足，声音洪亮得很，
连说自己身体没事的，不用这么紧张。但没多
久，她说呼吸有点不舒服，说话声音也轻了。

陈女士以为妈妈又晕车了，也没怎么在
意，把车窗打开，让老人家透透气，这边猛踩油
门，想着快点到医院。

在医院对面把车停好，陈女士将妈妈扶下
车，嘴里安慰着：再坚持一下，过马路就到了。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走到人行横道中
间，妈妈突然停下来，紧接着整个人瘫在地上，
之后直接晕过去了。

陈女士一下子慌了手脚，“还好过往路人、
交警纷纷赶来帮忙。有位阿姨用力推我：人我
们帮你看着，你赶紧去医院叫人。”

笔者在医院监控上看到，陈女士一脸着
急，一边喊着“救命啊！”一边飞快往医院里冲。
这边，交警负责疏散周围车辆，市民帮忙扶稳
瘫倒在地的柯阿姨，并不断与她说话，试图让
她清醒过来。陈女士和医院护士很快推来救护
担架，众人合力将柯大妈抬上担架。

从柯大妈突然晕倒在地，到被送进急诊抢
救室，整个过程就四五分钟时间。

心跳骤停 5次
心肺复苏做了两个多小时
看到妈妈被医生接管，陈女士暂时松了一

口气。但没想到更惊心动魄的事情还在后面。
“刚进抢救室时，患者还能呻吟，就在做进

一步检查时，患者突然神志不清，心率急剧下
降，血压也监测不出来。”接诊医生谢仁春介绍
道。

结合柯大妈的病史、症状及发病经过，医
生做出大胆诊断：高度怀疑肺动脉栓塞，不排
除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

急诊医护人员立即开展心肺复苏抢救，同
时，麻醉科、ICU、心血管内科、B超室等多科室
二三十名人员火速加入救援。

参与抢救的林俊亮，是医院 ICU的主治医
生。他说自己在 ICU病房已经工作了整整 10
年，差不多每天都是和危重病人打交道，像这
样大的场面、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复杂棘手的
抢救，还是第一次碰到，“太惊心动魄了！”

林俊亮说心肺复苏做了 10多分钟，血压
上来了，心跳也上来了，大家挺开心的，但一停
止，血压和心跳又下去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病
人 5次心跳骤停，瞳孔一直是放大状态，“但大
家都没有想着要放弃，心肺复苏前前后后做了
2个多小时。”

家属院我们相信医生袁
你们说怎么救袁就怎么救

“肺栓塞引起的心跳骤停，立即溶栓才有
生的希望。”我院院长陈增瑞闻讯赶来参与抢
救，并电话咨询省人民医院 ICU 专家，考虑为
患者溶栓。

做进一步检查和诊断，已经没有时间了。
肺栓塞的诊断率低，但死亡率非常高，加上柯
大妈基础疾病多，溶栓存在很大风险。
“我们当时考虑了很多，但观察到患者在

各项体征不明显的时候，手脚都还有知觉，最
后还是决定给她溶栓。”林俊亮介绍道。

溶栓制剂，一小瓶就要五千多元，两瓶要
一万多元，万一人救不回来，家属不理解，闹起
来，医院麻烦大了。

医生征询家属意见，这时，陈女士的弟弟
也已经赶到了医院。姐弟俩对着医生只说了一
句话：“我们相信医生，你们说怎么救，就怎么
救！”
医护人员紧急为柯大妈进行溶栓治疗，半

小时后，柯大妈的心率稳住了，被转至 ICU进

一步治疗。
ICU医护团队在积极纠正心肺功能的基础

上，及时给予床旁血滤、肾脏替代治疗。
经过七天七夜的治疗，12月 19日晚，柯大

妈终于清醒了过来。
“等到氧气管拔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大

石头，也终于落地了。”陈女士说道。

院长院病人能救回来袁
是三方面力量的组合

笔者了解到，一般肺栓塞患者发病能够活
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柯大妈术后恢复效果很
好，计算力、记忆力、定向力、肢体活动均正常，
简直就是奇迹。
“一般心跳停跳超过 6分钟以上，患者即

便救活了，多半脑子也会一定程度受损，比如
肢体瘫痪等。”林俊亮说，目前柯大妈的神志已
经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真的非常难得。

陈女士告诉笔者，妈妈已经从 ICU病房转
到普通病房，现在已能自己起身下床，“妈妈说
自己的命是大家给的，一定要替她好好感谢医
生、护士和那些帮助过她的不留名的好心人。”

陈增瑞说，这位病人能救回来，是三方面
力量的组合。第一，热心市民相助，能及时送进
医院抢救；第二，医院各科室配合，全力以赴；
第三是医患关系和谐，家属信任医院，医生才
敢放心大胆用药。 赵虹 陈真真

老人晕倒马路中央，路人急送医院

心跳骤停 5次
30多名医护人员轮流做心肺复苏

患者经两个多小时全力抢救终脱险

本报讯 微信和支
付宝支付的覆盖范围越
来越广，已经深入到人们
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近
日，我院微信、支付宝扫
码付正式上线，患者在自
助机结算付账时，就诊自
费部分只需手机微信或
支付宝一扫，就可以轻松
完成支付过程，方便简
单，省时省力。

2017年 12 月 29 日
一早，笔者在门诊体验了
一次“扫码看病”的全过
程。门诊大厅入口自助挂
号区域，七台自助建卡、
充值、缴费机器排列摆放
着，就诊患者有序操作，
旁边的引导员不时上前
指点，或接受其他患者的
询问。
“新的支付方式部署

在自助机上，打开手机上
的微信、支付宝软件，扫
描屏幕的二维码，即可支
付相关费用。”现场引导
员介绍。

江女士就诊后，来到
自助机付费，插入市民卡
后提示余额不足，还需支
付 42.6元。同时屏幕上
显示“现金充值”和“微信
支付宝”支付模式选择。
点“微信支付宝”后，江女
士打开自己的手机微信，
扫描二维码，输入密码确
认支付后，便前往指定药
房窗口取药。
“很方便，用时不到

1分钟。”江女士开心地
说。

信息科科长林黎明
介绍，医院就诊系统开通
微信和支付宝支付功能，
无论是自费患者还是医保
患者，只要通过实名认证，
都能在机器终端上实现扫
码缴费等，医保直接报销。

目前，我院推出的移
动支付渠道仅限于自助机
上微信、支付宝扫码付款。
医院已着手开发微信、支
付宝线上支付模式，预计
2018年 1月上线，最终将实现在手机上完
成预约挂号、支付、检查报告查询等，缩短
就诊时间，优化服务流程。

林黎明也表示，可以扫码支付后，自
助机的使用效率明显提高了，有效地缓
解了窗口排队拥堵的状况。但针对年龄
较大、不使用微信、支付宝的患者，传统
挂号缴费方式也为他们保留。

渊院办 黄月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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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10 日，49 岁的建
筑工张大姐在工地作业时，不慎从离地面 15
米高的脚手架上坠落，造成多发肋骨骨折、骨
盆骨折以及肺挫裂伤、肝破裂。万幸的是，经全
力抢救，张某顽强闯过生命难关，奇迹般苏醒。

高空惊魂

丈夫目触妻子失足命悬一线

张大姐来自湖南，去年跟随丈夫老陆来到
玉环，平日主要在建筑工地上打些零工。

12月 10日 7时许，惊险的一幕发生了。
张大姐爬上五楼高处搭脚手架，谁料一个踉跄
竟不慎坠落，尾随其后的丈夫和两名工友眼见
着她从 15米高处掉落。
“我只听见嘭的一声，心想这下肯定要没

命了！”慌乱之余，丈夫老陆赶紧跑下楼，却听
见妻子还在不停呻吟。
“见她还能出声，一动不动趴在地上，我不

敢动，赶紧叫人打了 120。”老陆告诉，大约 20
分钟后，妻子被紧急送往我院，后转至 ICU进

一步救治。

生命接力
医院上演生死时速合力救援

“患者送到医院时，虽然身上没有明显外
伤，但已是失血性休克状态，极有可能是看不
见的重要脏器严重受损。”ICU主任郑孝敬告
诉笔者。

而随后的相关检查更是证明了医生们的
猜想。张大姐胸部共 11根肋骨骨折伴肺挫裂
伤、两侧血气胸，肩胛骨骨折，且盆骨多发骨
折，肝脏破裂，病情凶险，命悬一线。

生死时速间，医护人员与死神间的较量再
次上演。经紧急气管插管、输血、补液等系列抢
救后，骨科医生接力为张大姐完成盆腔外固定
手术，外科团队再奋战两个多小时，成功修补
肝脏破口。据外科副主任医师林苗告诉，张大
姐肝脏破口足足长达 11厘米。

万幸的是，在及时有序的救治下，张大姐
奇迹般苏醒，目前各项生命体征已恢复平稳。

创造奇迹
她头戴安全帽幸免于难

“之所以患者从 15米高的地方掉落下还
能存活，除了及时救治，还因在作业时佩戴了
安全帽，坠落后头部没有受伤，这很幸运。”郑
孝敬说，“临床上，在众多高处坠落的伤者中，
因为没有戴安全帽而导致头部损伤的，往往大
大增加了救治的难度。”
“高处作业风险大，为防范事故发生，从事

高处作业人员的身体条件更要符合安全要
求。”郑孝敬介绍，患有精神病、癫痫病及经医
师鉴定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人员不宜从事高
空作业，凡发现工作人员有饮酒、精神不振时，
也不宜从事。

在此，笔者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做好高处
作业的安全防护工作及安全管理、安全监护工
作极为重要，在高楼从事危险作业时，一定要
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安全帽、安全带和有关劳动
保护用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以免惨
剧发生。 渊麻醉科 敖程斌冤

建筑工 15米高空坠落

安全帽救了她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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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读书看报、玩手机看不清、电脑
字体要调大……人上了年纪，老花眼、白内障
等眼疾就悄悄来了，看远看近都得靠眼镜，严
重影响生活质量。日前，我院眼科成功实施双
焦晶体植入技术，有效解决了患者的白内障和
老花眼的问题。

林大爷今年 76岁，随着年岁渐长，双眼视
力也逐渐下降。近两年他发现看远看近都模模
糊糊，就像蒙了一层雾，远处看人只是一个轮
廓。说起自己的眼疾，林大爷一脸的苦涩：“我
平时靠手表看时间，可现在看不清了。”

林大爷特地找了我院眼科主任王建君，王
主任为他检查后发现，老人双眼既是白内障又
是老花眼，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

为解决林大爷的病情，王主任凭借多年白
内障复明手术的丰富经验，征得同意后，2017
年 11月 27日为其成功实施了右眼微切口白
内障超声乳化+双焦人工晶体植入术。

术后第一天，医生帮林大爷检查了右眼视

力，近视力、远视力分别恢复到了 4.8、4.9，林
大爷立刻打开报纸检验视觉效果。他高兴地
说：“看得很清楚，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这般技术，感觉视力比年轻的时候还好，一下
子年轻了好几十岁！”

王建君介绍，人工晶体植入为白内障患者
打开了崭新的世界。但长期以来白内障手术植
入的是单焦人工晶体，主要是满足看远需求，
中老年患者本身的老花眼还是无法改变，近视
力常常不尽人意，看书写字都要架个老花镜。

而双焦人工晶体由于设计上有两个光学
区域，不但解决了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还
同时解决了花眼引起的视近不能。术后无需戴
眼镜，即可提供远近距离较佳的裸眼视力，实
现了从“看得见”到“看得清”的转变。
据了解，林大爷是我院双焦人工晶体技术

的“尝鲜”者，也属玉环首例。这一手术的成功
开展标志着玉环眼科的医疗水平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 渊眼科 刘莹冤

上了年纪看远看近都不行

双焦人工晶体技术帮他“返老还童”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的心
脏起搏器植入患者日益增多。
为了让患者得到手术、康复、预
防一体化的治疗，延长起搏器
使用寿命，今年 11 月起，我院
心内科开设全市首家起搏器程
控随访门诊。

2017年 12 月 21 日下午，
是起搏器程控随访门诊第二次
开诊。笔者在该门诊看到，诊室
里放有 3台起搏程控仪，多位
患者前来随访。心内科主任阮
宏标正在通过程控仪为患者检
测，了解起搏器的工作状态。

阮主任介绍，对于一些植
入了心脏起搏器的心脏病患者
来说，心脏起搏器无异于一个
性命攸关的“开关”，但安装了
心脏起搏器并不代表患者就能
高枕无忧了，还要定期到医院
复查。

起搏器程控仪就相当于电
器的遥控器。程控可以检查了
解起搏器的工作状态和患者的
心律状态，调整起博器的起博
频率、输出电压、感知敏度、各
种时间间期等一系列工作参
数，使起搏器和自身心跳更加
协调配合；还可以监测预估起
博器的电池使用年限，防止突
然发生起博器电池耗竭后出现
意外情况。

我院开展起搏器程控检查
工作已经十多年，年开展起搏
器程控 1000多例次。为了更加
方便患者，特定期开设起搏器
程控随访门诊，开诊时间为每
月第三个星期四的下午，就诊
地点为门诊 2楼内科门诊 9号
诊室，需要的可提前微信、网站
或电话预约。

阮主任说，心脏起搏器的
程控仪要与患者安装的心脏起
搏器匹配。每一个程控仪只能
程控相应品牌的起搏器，我院
配备了目前市场上的绝大部分起搏器的程
控仪，让玉环的病人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规
范标准的程控随访，减少外出就医的麻烦。

据悉，我院自 2000年开始开展永久心
脏起搏器植入术以来，已成功为 162位患
者进行心脏起搏器植入术，起搏器植入技
术在全省同级医院中领先。渊院办 黄月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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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53岁的张先生在家中吐
血不止，到医院后总吐血量达 2000多毫升
引发失血性休克，幸好及时救治止住了出
血才保住性命。原来，张先生患有肝硬化，
但每天仍然喝酒加重了病情，导致上消化
道大出血。

张先生平时喜欢喝酒，30年前查出患
有乙肝，去年还因肝硬化住院，当时医生叮
嘱一定要戒酒，但他没有当回事，仍然每天
要喝点酒。2017年 11月 28日，张先生和朋
友相聚，没想到一瓶啤酒没喝完就头晕乏
力，被朋友送回了家。不久，张先生出现呕
吐，而且是大口大口的血，这可把他吓坏
了，赶紧叫儿子将他送到了我院。

感染科医生结合其有肝硬化病史，高
度怀疑上消化道大出血，对其进行积极治
疗。但当晚他又突然吐血 1000毫升，血压
迅速降到 51/21mmHg，出现了失血性休克。
此时他已经吐血 2000多毫升，相当于人体
一半的血量，突如其来的大量失血将他推
到了生死边缘。

情况危急，感染科医生联系消化内科、
ICU同仁共同会诊，考虑其可能为食管胃底
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为其行三腔二囊管压
迫止血。所幸，当晚张先生的出血情况得到
了控制。

可第二天，张先生的病情仍不容乐观，
医生立即联系了台州医院消化内科专家叶
丽萍主任来院诊治。很快就在胃镜下发现
了张先生由于静脉曲张导致血管破裂，鲜
血正不停地涌出。找到出血点后，叶主任用
组织胶和硬化剂迅速封堵住了出血点，终
于止住了出血，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感染科医师张强介绍，上消化道出血
是肝硬化最常见的并发症，最容易引起突
发死亡。长期喝酒会导致肝硬化继续加重，
门静脉压力越来越高，从而引起食管胃底
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因此，医生提醒，肝
硬化患者除了要配合医生的治疗之外，日
常的饮食忌暴饮暴食，宜进易消化饮食，最
好戒烟禁酒。

渊感染科 黄建芬冤

得了肝硬化不戒酒
一天吐掉身体一半血

本报讯 很多时候，腹胀腹痛症状会被很
多人误认为是肠胃问题，往往被忽视，认为忍
一忍或者是吃点药就可以了。但是，这其实并
没有我们想得那么简单！如果反反复复地腹胀
腹痛却没有好转，要小心可能是卵巢癌发出的
信号。

53岁的徐女士，半年前总是感到上腹隐
隐作痛，并伴体重下降，到医院做了胃镜查出
“慢性萎缩性胃炎”，吃过许多助消化药和胃
药，仍不见好转。20多天前，徐女士来玉环探
亲，上腹痛加剧，以为胃炎加重，到我院内科就
诊。医生给她血化验肿瘤标志物，提示妇科肿
瘤指标偏高，立即请妇科医生会诊，在其子宫
前方扪及 10厘米大小的包块，之后确诊为卵
巢癌。
有类似情况的还有 38岁的王女士，半月

前开始腹胀，以为只是肠胃不好，近日到我院
就诊。妇科副主任医师郑素霞仔细为其检查，
确诊为卵巢癌。之后，王金辉主任带领团队对
王女士进行了卵巢癌根治术。术中见病人腹腔
已有腹水，这正是导致病人腹胀的原因。所幸
周围器官、淋巴结均没有癌细胞转移，病人在
我院接受常规的化疗治疗。
郑素霞介绍，像上述两位患者这样的情况

并不特殊，腹胀腹痛有可能是卵巢癌的早期表
现。卵巢肿瘤会使周围的韧带受到压迫、牵拉，
加上腹水刺激，患者会出现胃痛、腹胀等消化
道疾病的症状。不过，消化道疾病所导致的腹
胀多伴有嗳气、泛酸，且多在饭后出现，服用胃
动力药或助消化药后都会得到缓解；而卵巢癌

导致的腹胀则是反复服用助消化药都无效，同
时伴有腰腹部疼痛，或在腹部有肿块。

据了解，卵巢恶性肿瘤在我国的发病率居
妇科恶性肿瘤第三位,位于宫颈癌和宫体癌之
后。然而,往往因其症状隐匿、患者不容易重视
等因素，其死亡率却居首位。女性朋友（尤其
50岁以上）出现无缘由的腹胀、肚子变大，月
经异常，腰腹部疼痛，外阴及下肢水肿、排尿困

难、便秘等症状时，请一定要警觉，及早到医院
妇科就诊，排除卵巢癌可能。

郑素霞也建议，符合以下条件的人群：淤
家族中有人或者本人曾患卵巢癌、乳腺癌；于
年龄 50岁以上；盂既往从未生育，或 35岁之
后才生育第一胎；榆曾大剂量使用促排卵药
物；应定期筛查（每年至少一次妇检、妇科 B
超检查），防患于未然。 渊妇科 龚爱敏冤

胃肠不适 可能是卵巢癌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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