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科室管理培训会

为全面提高医院科学化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医院改革和发展需要，医院

24 日下午，在医院会议室举办了中层干部

到“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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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科室管理培训会”顺利召开

为全面提高医院科学化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医院改革和发展需要，医院

举办了中层干部“医院科室管理”培训会

四川省人民医院”辜玉刚教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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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召开 

为全面提高医院科学化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医院改革和发展需要，医院于 4 月

会，本次培训会特邀请



                                            

本次培训会是在医院深化发展

训，达到更新观念、开拓思路、提升领导力和执行力，使医院管理干部的

水平与医院面临的形势、承担的任务以及医院的改革发展相适应的目的。因此，培训

工作是医院在特殊时期，狠抓内涵建设，提升自身管理能力，迎接机遇与挑战的系列

举措之一。 

本次培训会的特色是：层次高

的理论为基础，以“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思想困惑、观念冲突等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使医院中层管理人员掌握和了解医

院现代管理知识和管理理论，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法律水平，促进医院管理水平

的整体提高。 

根据《成都市武侯区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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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经营管理体制改变的关键时期举办的，旨在通过培

达到更新观念、开拓思路、提升领导力和执行力，使医院管理干部的

水平与医院面临的形势、承担的任务以及医院的改革发展相适应的目的。因此，培训

工作是医院在特殊时期，狠抓内涵建设，提升自身管理能力，迎接机遇与挑战的系列

层次高、角度广、观点新。培训以业界最前沿的观点和最新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管理为核心，围绕医院

冲突等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使医院中层管理人员掌握和了解医

院现代管理知识和管理理论，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法律水平，促进医院管理水平

医保培训 

根据《成都市武侯区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医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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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管理体制改变的关键时期举办的，旨在通过培

达到更新观念、开拓思路、提升领导力和执行力，使医院管理干部的素质和管理

水平与医院面临的形势、承担的任务以及医院的改革发展相适应的目的。因此，培训

工作是医院在特殊时期，狠抓内涵建设，提升自身管理能力，迎接机遇与挑战的系列

培训以业界最前沿的观点和最新

核心，围绕医院发展、

冲突等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使医院中层管理人员掌握和了解医

院现代管理知识和管理理论，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法律水平，促进医院管理水平

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我院 9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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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与武侯区医保局签订了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医师协议，并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在学

术厅对签约医师进行了相关知识培训。 

首先常务副院长赵芝蓉对此次医保医师培训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工作安排进行讲解，希望我

们每位医务人员要自我规范医疗行为，构建和谐医、

保、患关系。接下来医保办副主任程瑛分别从社保

基金反欺诈骗保、社会保险政策简介、基本医疗保

险服务医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成都市基本医疗保

险服务协议等医保政策进行培训。    

通过这次培训，使医院相关医务人员充分了解

和认识签订《成都市武侯区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医师

服务协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深入熟悉和掌

握医保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了医保服务医师

医疗服务行为，进一步促进了医保服务医师诚信体

系建设，严防违反医保法律法规相关事件的发生。 

医院举办“中国慢阻肺急性加重治疗”专题培训 

为推动我院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呼吸专业医疗人员的诊疗水

平，4 月 28 日下午，医院邀请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刘跃建就“中国慢阻肺急

性加重专家共识解读”为全体医务人员进行了 2 个

小时的专题培训，首先常务副院长赵芝蓉代表医院

对专家在百忙之中抽空到我院为大家授课表示感

谢，并希望大家珍惜医院为大家创造的学习机会，

认真学习，学以致用。随后刘教授就慢阻肺的诊断、

评估、治疗与预防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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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儿科开展手足口病全员培训 

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针对目前出现手

足口病散发病例，以及既往统计资料显示五月份为

我院手足口病高发时期等情况，本月 28 日下午，

由参加了成都市疾控组织的“手足口病”师资培训班

的儿科朱安林老师为全科室的医护人员进行了二级

培训，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流行季节。 

我院接受武侯区<献血法>等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检查 

   为推进国家卫计委法律法规监督检查规范部署的落实，按照《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15 年上半年成都市关于开展献血法等法律法规落实情况

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4 月 24 日武侯区执法监督所一行四人来我院

对《献血法》以及《护士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 

督查组采取现场询问、查阅文件和相关资料等方式先后到输血科、妇产科实地了

解情况。督查组充分肯定了我院落实以上法律法规取得的重要成效，认为医院领导高

度重视卫生法律法规落实工作，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有力推进法律法规落实：同时希望

我院继续加强一是部门协调；二是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服务水平；三是大力开展

普法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群众知晓度；四是加大监督力度，推动卫生法律法规整改

落实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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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接受区疾控中心“新生儿卡介苗和乙肝疫苗接种工作”检查 

4 月 20 日上午，区疾控中心在龙静科长的带领下一行四人对我院产科新生儿乙肝

疫苗和卡介苗接种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通过督导发现我院整体工作运转良好，分工合理、资料齐全；首针乙肝接种率（及

时率）达 100%，卡介苗接种率 85%以上。通过走访在院产妇得到结果是及时告知了

疫苗接种注意事项，接种操作规范、无接种事故发生；每月按时上报接种报表，报表

规范；二联单填写规范、无漏项和错误；未种卡介苗均备注好未种原因；疫苗账务相

符；有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EFI）登记本、报告卡、调查表。但督导中发现资料

归档欠完善，无疫苗报损、过期疫苗登记本；无 AEFI 监督报告管理制度。以上问题我

院将立即予以整改。 

通过督导检查，进一步提高了我院对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和卡介苗接种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切实确保我院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卡介苗接种工作质量。 

 

 

 

 

 

 

 

 

 

 

 

我院对外办本月前往“多米鞋厂”为

该厂的职工进行职业病健康检查，为员

工建立健康档案。在体检现场，该厂员

工有序地排起队伍，分别进行抽血化验、

量血压等体检项目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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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护理部积极备战“成都市护理岗位创新技能大赛”，全院

进行动员，护士利用休息时间积极参与大练兵，护理部组织了操

作考试，并于 4 月 23 日由护士封雪梅代表医院参加了比赛， 通 过

这种大型比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 

※护理部组织全院护理人员进行操作考试，随机抽

考成人基础生命支持、女病人导尿、心电监护。 

※在妇产科门诊开展人性化服务，为空腹的孕妇、

清醒后的人流术后患者送上一杯温热的牛奶，以及小

点心。通过以上举措实实在在为患者着想，提高了患者

满意度，转变了护士服务观念，由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

服务。 

   ※进行低年资护士轮转, 规范化培训既能巩固所

学的医学基础理论和护理专业知识,又能学习各科新

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提高专业工作能力和应急

处理能力,能有效提高护理质量。 

我院3 月好人好事一览表 

科室/姓名 好人好事 科室/姓名 好人好事 

妇产科医生张霞 拒收红包360元 妇产科医生张慧芳、胡红 拒收红包600、400元 

 

我院“对外办”分别于 4 月 3 日、7 日、

8 日，前往“明成学校”为该校的 1306 位

学生进行了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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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生死所托 

重症医学科（ICU）  杨黎 

    医院--- 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世间百态，人间冷暖，其中

有太多的悲欢离合 与太多的不解人意。生命就是在这不断的聚聚散散悲悲喜喜，感受

到脆弱与坚强。正应如此，生命才显得如此难能可贵。  

这是 2015 年初平凡而又寒冷的一天。今天病房里面满满当当地住着 7 个危重病人。不

停的各种抢救下来时钟已指向凌晨 04:00，拖着饥饿疲惫身体爬上了值班室窄窄的床，刚刚

睡意朦胧时，突然听到门外急促的脚步声和门被撞击的声音，我下意识地翻身而起。只见急

诊科医生神色紧张的推进一个昏迷的大姐，家属在

后面慌慌张张跟着，脸上充满了恐慌。见此情形我

本来恍惚的脑袋突然高度紧张起来。追问患者情况，

家属告知患者是 1 小时前突发剧烈头痛，恶心、呕

吐不适来院就诊的。急诊科医生将患者送去做 CT

检查时病人突发意识丧失、呼吸不规则，血压

220/143mmHg，心率170次/分，血氧饱和度50%。

根据以往临床经验我高度怀疑脑出血的可能。 

患者目前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病情容不得半点

耽搁，我立即行紧急气管插管、外接呼吸机辅助通

气、硝普钠控制血压、碳酸氢钠纠酸和甘露醇脱水

降颅压治疗。值班护士紧张有序配合我进行吸痰、

抽血、抽药、配药等抢救，大家都在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为病人的生命争分夺秒。经抢救至1 小时后患者神志逐渐清醒，血压降至 180/95mmHg，

心率 120 次/分，血氧饱和度 85%，呼吸 25 次/分。但因安置气管导管的刺激患者出现人机

对抗，呼吸机频繁出现“滴滴滴”的警报声，血氧饱和度降至 75%，心率升至 150 次/分，血压

升至 200/110mmHg。紧急泵入咪达唑仑注射液镇静治疗，至此抢救已进行了 2 小时，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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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感全身肌肉酸痛不已。我叫来家属谈话，告知患者女儿其母亲的病情情况，患者女儿顿时

瘫坐在地，一直憋在心里的恐慌此时用撕心裂肺的哭声取代。 

就在此时，护士大声地叫我的名字，我冲到病房一看，患者气管导管内涌出大量粉红色

泡沫痰，双肺闻及大量哮鸣音和湿罗音，我立即电话紧急通知科主任杜小兵主任医师，杜主

任考虑是急性肺水肿，并在数分钟内赶到了病房，有条不紊地指示着给予呋塞米、地塞米松、

西地兰、吗啡、硝酸甘油等药物推注，随着药物进入病人的体内，病人各项生命体征开始逐

渐平稳，粉红色泡沫痰开始减少，但是血氧饱和度还是不好，杜主任迅速将呼吸机的的 PEEP

调高至 10cmH2O，一会儿患者血氧饱和度逐渐回复到 90%，我突然想起几天前杜主任刚讲

过有创呼吸机的使用，对慢阻肺病人 PEEP 的设置和急性肺水肿的 PEEP 调节是不一样的。

讲了理论确实需要实践来提高和加深印象啊！看着主任镇静的神情和患者逐渐平稳的生命体

征，在场各位医护人员悬起的心开始落了下来。经过 7 个多小时抢救后患者病情缓解，并睁

开了眼睛。望着患者家属感激的泪水，我觉得身心所有的疲惫都化为乌有，顿觉心里有种满

满的成就感。待病人平稳后，次日科内医生将病人送去做了脑 CT，考虑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最后确诊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神经源性肺水肿；高血压病 3 极 极高危。杜主任考虑患者出

血量大，后期需要脑室引流，而且脑动脉瘤的可能性很大，需要脑血管造影和进一步的介入

治疗。第二天在医护人员陪同下我们顺利地将病人转到了成都军区总医院。最终随访患者确

实系脑动脉瘤破裂所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在该院做了脑室引流术及脑动脉瘤的内科介入栓

塞手术。   

作为 ICU 医生，我们每天都这样陪同患者来返于生死之间，时刻感受着生命的稍纵即逝

和顽强。作为我们医生，我们的辛劳能换来病人

病情的逆转和发自内心的感激，那就是我们最大

的满足。就像钟南山院士所说“选择医学可能是偶

然，但你一旦选择了就必须用一生的忠诚和热情

对待它。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痛病人

之所痛”只有真正做到这点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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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辛苦而内心满足！                 编者：为战斗在急救一线的医护人员点赞！ 

 

华西远程 5 月课程表 

 

编号 课题名称 主讲人 日  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 肌病的诊治和研究进展 徐严明 5-4 15:45 17:15 

2 急性胰腺炎外科术式的改良 胡伟明 5-5 15:45 17:15 

3 肝硬化并发症的防治 王丽春 5-6 15:45 17:15 

4 超声技术在疼痛诊疗中的应用 银燕 5-7 15:45 17:15 

5 床旁技术在急诊危重症管理中的作用 余海放 5-8 15:45 17:15 

6 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器官支持治疗 康焰 5-11 15:45 17:15 

7 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治进展 杨南萍 5-12 15:45 17:15 

8 急诊感染与抗生素治疗的评估与决策 周毅武 5-13 15:45 17:15 

9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赖晓辉 5-14 15:45 17:15 

10 影像技术在疼痛诊疗中的应用 李俊 5-15 15:45 17:15 

11 经皮肾镜治疗上尿路结石 王佳 5-18 15:45 17:15 

12 痛风的诊断与治疗 谢其冰 5-19 15:45 17:15 

13 脊柱相关性疼痛 叶菱 5-20 15:45 17:15 

14 医务人员的职业防护 冯萍 5-21 15:45 17:15 

15 急性胰腺炎影像诊断 宋彬 5-22 15:45 17:15 

16 重型肝炎的治疗进展 雷学忠 5-25 15:45 17:15 

17 急诊气管管理 万智 5-26 15:45 17:15 

18 脑血管临床影像评估及新进展 郑洪波 5-27 15:45 17:15 

19 痛风的最新指南解读 林辉 5-28 15:45 17:15 

20 抗菌药物合理使用与管理 吕晓菊 5-29 15:45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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