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关乎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相对其他品牌来说，品牌医生的含金量更

高。品牌医生能够为百姓带来放心、温暖、信任的就医感受，特别是能够为一些脆弱、无望的患者重

燃希望。

随着国家对多点执业、自由执业政策的放开，品牌医生的流动将成为必然的趋势，为患者提供主

动择医、多方求证、追求品质的就医方式。

南石医院多措并举，邀请品牌医生到该院坐诊，为南阳百姓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陈拥军

胸痛救治
市二院的能力已经达到国家水平

市二院是我市第一家被中国胸痛中心总部通

过网评、暗访、现场核查认证、专家投票表决认证

的中国胸痛中心，也标志着该院的胸痛救治能力

已经达到国家水平。

“胸痛”是许多重要疾病的常见症状，高危胸

痛如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肺栓塞、主动脉夹层等可

能随时威胁病人的生命。胸痛中心的工作原则就

是按照科学的程序，通过严格的流程和现代化的

管理措施，整合各种技术力量，让胸痛患者能够在

第一时间按照指南进入诊治程序，得到最及时和

规范的诊断治疗。它是为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

夹层、肺动脉栓塞、张力性气胸等以急性胸痛为主

要临床表现的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快速诊疗通道的

机构。因此，胸痛中心已经成为衡量急性心肌梗

死救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多年来，市二院对胸痛的治疗和研究非常重

视。其心血管内科和急诊科、介入诊疗科等多学

科联动成立的急性心肌梗死急救绿色通道，经过

近5年的发展，遵循“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
命”的理念，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临床路径和

诊断操作流程。所构建的绿色通道以其救治能力

强大的技术团队、先进的救治设备、完善的救治

方案、科学合理的救治流程，缩短了救治时间，

提高了对胸痛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能力，减少误诊

和漏诊，避免治疗不足或过度治疗，做到快速诊

断、及时治疗，降低胸痛患者的死亡率，改善临

床预后。

自2016年9月至今，胸痛中心已行急诊支架
121例、静脉溶栓56例，平均门球时间已控制在90
分钟以内，并创造了急性心肌梗死最短门球时间

仅24分钟的记录，实现了“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
是生命”的救治理念，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与

口碑。

成立联盟
推进胸痛救治的专业化发展

造成急性胸痛的原因很复杂，大约有30%的
病人是突发急性心梗，而发病初期的90分钟被视
为救治“黄金时间”，因此对突发急性胸痛病人而

言，若不能识别并及时治疗，可能瞬间危及生命。

作为专业的胸痛中心，为了让更多的急性胸

痛患者能够得到及时专业的救治，市二院成立南

阳胸痛联盟，积极推进我市胸痛救治的专业化

发展。

一般情况下，很多医院不能满足急性胸痛患

者的救治，而且病人送到医院后，要先到急诊检

查，再挂号、就诊、治疗，有些病情较重的病人

往往还没等检查报告出来，生命就已经受到了

威胁。

市二院建立胸痛联盟，就是将没有胸痛中心

的联盟成员医院紧密联系在一起。当联盟单位遇

到胸痛病人时，市二院专业的技术团队可以通过

交流平台给予及时指导，尽量使高危胸痛病人在

急性期活下来，又能保护好心脏、肺脏、肝脏等

脏器的功能，减少以后心衰、呼衰等，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合理分流非心源性的低危胸

痛病人，比如说消化道病转到消化科或者普外

科，是呼吸道疾病可能需要转到胸科或者呼吸科

等。这样就减少了误诊和漏诊，提高了联盟成员

医院的抢救率。

如果联盟单位救治急性胸痛的能力有限，病

人也可以“超车”急诊，享受到“病人未到，信

息先到”的服务，接受市二院专家的早期诊断、

及时评估，并跳过烦琐的转院程序，被送到胸痛

中心的导管室进行检查和介入治疗，从而保证在

黄金抢救时间内得到及时救治。

据了解，加入南阳胸痛联盟的成员单位有市

第九人民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等7家市城区医
院以及方城县人民医院、南召县人民医院等32家
县级医院。市二院将通过搭建技术支持和交流平

台，开展胸痛救治相关培训、学术交流等，进一

步提高各联盟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对急性胸痛的筛

选和救治能力。同时，也希望各成员单位积极创

建胸痛中心，加强群众性健康宣教，提升心血管

病等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共建胸痛疾病救治绿色

通道，从而全面推进我市胸痛救治的专业化

发展。

无缝衔接
缩短救治时间为患者赢得生命

桐柏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对于建立南阳胸痛联

盟的好处有着深刻体会。

10月4日晚，桐柏县73岁老人刘先生突发急
性心肌梗死。在桐柏县人民医院给予药物治疗

后，患者症状仍然持续加重，随时有生命危险。

该院的医生立即联系市二院介入科主任石全宝，

然后将患者送往南阳救治。了解情况的石全宝马

上将病人的血压、心电图等相关资料上传至医院

胸痛中心信息平台。同时，通知该院心内科、介

入科、CCU值班的医护人员，要求相关人员做好
准备工作。

患者在转院途中，情况不容乐观，不但血压

开始下降，而且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随时有心

源性休克的危险。随行的桐柏县人民医院医生将

患者的病情变化第一时间传到了胸痛中心信息平

台。守候在医院的赵金玲、石全宝等专家立即利

用网络远程指导用药和急救方法。与此同时，市

二院的急救团队也带上充足的急救药物和相关医

疗设备，赶赴高速路口接车。

两个小时后，病人直接送入市二院的导管

室，早已做好准备的医护人员立即为病人展开急

救。手术一个小时顺利完成，患者血压回升，心

律恢复正常，脱离生命危险。

在整个救治过程中，从桐柏县人民医院接收

急性胸痛患者开始，到患者转入市二院，脱离生

命危险，每一个环节紧密相扣，每一分钟都紧迫

而从容；所有医护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降

低患者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挽救了患者的生

命，改善了远期预后。

实践证明，成立胸痛联盟可以让更多的急性

胸痛患者得到更加快速、规范、有效的诊疗，为

南阳百姓建立更加通畅的生命通道。我们也期

待，该联盟能在救治胸痛患者的过程中创造更多

的生命奇迹。

培训学习
推动胸痛医师队伍迅速成长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市二院邀请了河南省

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血

管病医院高传玉院长，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曹

向戎主任分享了心血管病的发展动态和前沿

知识。

高传玉院长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

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省心血管内科学术带

头人，全国知名专家，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

的临床经验。

曹向戎主任是心脏外科专业博士研究生，基

础理论扎实，技术水平过硬，能熟练完成不停跳下

冠状动脉搭桥术、大血管置换术、多瓣膜联合置换

术、瓣膜成形术、房颤射频消融术、各种复杂先天

性心脏病矫治术等心脏外科手术。

两位专家分别以《ESC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
疗指南解读》、《心肌梗死并发亚急性心脏破裂的

诊断及外科治疗》为题，和与会的联盟单位成员分

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大家介绍了心血管病的

发展动态和前沿知识。

随后，市二院胸痛中心的部分专家也围绕临

床病例、手术技巧等进行学术交流，针对疑难病

例、复杂病例、失败病例等进行充分探讨。参会的

各医院医师纷纷表示，专家们讲授的内容都非常

实用，不仅可以提升临床实践能力，而且为将来提

高他们的诊疗水平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实，启动仪式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只是南阳

胸痛联盟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后，市二院还将开

展更多胸痛救治的相关培训，并派专家到联盟单

位进行临床指导；联盟单位也可以安排医师到市

二院胸痛中心来学习，进一步提升医师们在急性

胸痛方面的救治能力。通过培训和学习，将来会

有一批专业的胸痛医师队伍迅速成长起来，让更

多的患者受益。

我们有理由相信，南阳胸痛联盟成立后，各成

员单位将更合理地利用医疗资源，建立与胸痛中

心双向转诊、协同救治的机制及流程，积极救治高

危胸痛患者，同时科学合理分流低危病人，从而全

面提升我市的胸痛病患救治水平。累累累9

南 阳 市 胸 痛 联 盟 成 立

让生命通道更加畅通
10月18日，由南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以下简称市二院）牵头成立的中国

胸痛中心南阳胸痛联盟正式启动，市

第九人民医院、方城县人民医院等39

家医院成为胸痛联盟的成员医院。

南阳胸痛联盟的启动，不仅能够

进一步推动急性胸痛救治的专业化发

展和学术交流，使我市胸痛医师队伍

迅速、健康成长，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各

级医院在急性胸痛患者诊治过程中的

能动性，为患者的快速诊断、危险分

层、正确分流、血管再通提供保障，降

低胸痛患者的死亡率，为南阳百姓建

立更加通畅的生命通道。

通讯员 李春晓

香港儿科专家每月定期坐诊

香港儿科专家张璧涛教授不止一次到南石医院指

导儿科工作。每次都有很多家长提前预约、排队等候

咨询，足以看出南阳儿科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为此，南

石医院邀请张璧涛教授每月到该院坐诊一次。

张璧涛教授是亚太儿童内分泌常务委员、科学部

主席，主要诊疗儿童生长发育异常、矮小、性早熟等。

“张教授在南石医院坐诊，让我们儿科医生轮流跟班当

助手，学诊疗技能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学习香港的

人性化沟通服务，让患者从与医生的沟通中体会到温

暖，看到希望，提升我们的综合素质。”儿科主任吴云

刚说。

北京脑血管病专家今日来授课会诊

今天，北京宣武医院两名脑血管病专家来到南石

医院，履行“医联体”合作协议，对南石医院科教进

行帮扶提升，并为特殊患者进行会诊。

据悉，南石医院今年9月份与北京宣武医院签订了
“医联体”合作协议，针对宣武医院的重点专科——脑

血管病专科进行技术、服务对接，使强势专科更加

强势。

本次来到南石医院的郭秀海教授擅长脑血管病、

头痛、周期性瘫痪等疾病的诊疗以及对神经影像的诊

断等，吴川杰博士专注于脑血管疾病、癫痫、头面

痛、痉挛性斜颈、肌张力障碍等疾病的临床研究。这

两位专家在国内脑血管病诊疗方面都具有相当的知

名度。

“儿科、脑血管病诊疗中心仅仅是南石医院吸纳

品牌医生坐诊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医院的高端整形

美容、口腔科等也会陆续有专家到来，我们会专挑医

疗界‘琅琊榜中麒麟才子’来满足百姓不同层次的就

诊需求。”南石医院院长赵俊祥如是说。累累累8

多措并举吸纳品牌医疗专家坐诊

南石医院为百姓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吴川杰

张璧涛

郭秀海

10月20日，客户持交通银行
信用卡，在“买单吧”或通过短信注

册后，在市内万德隆超市、中国石

油加油站消费即可享受5折优惠，
最高立减50元。

持 卡 人 在 2017年 9月 1日
（含）至10月15日（含）期间账户累
计消费满3000元（含）至1万元，可
享秒减上限100元；如账户累计消
费满1万元（含）以上，可享立减上
限200元。活动超市、加油站内的
消费共享秒减上限。

2017年9月1日（含）至10月
20日（含）期间核卡的新客户，注
册活动后可直享10月20日“超红
日”活动，当天在指定超市、加油站

秒减上限100元；如新客户在2017
年9月1日（含）至10月15日（含）
账户累计消费满1万元（含）以上，
可享秒减上限200元。活动超市、
加油站内的消费共享秒减上限。

更 多 优 惠 活 动 详 询

63322934、63322992、63322995、
61160208。累累累12 (秦婵）

交通银行举办“超级最红星期五”活动

持卡购物加油可享5折优惠

一、招生对象及条件

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

业3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大专毕业5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研究生毕
业2年或以上工作经验。

二、办学地点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学制、专业方向及学位授予

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环节三部分，具体如下：

西安工业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MBA）招生简章

四、报名及考试

2018年研究生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1.网上报名时间：2017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登录“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进行网上报名。

2.现场确认时间：2017年11月。
3.初试时间：2017年12月23日至12月24日。
五、学费

学费总额为4万元，分3年平均缴纳。
六、咨询电话：

0377-63281092
0377-62311008
13653777196（刘老师）

组版 张超 校对 张洪磊 特别策划·广而告之■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A7本版编辑 任晓雯 陈丹丹

学习方式

学员可通过在职不脱产（周五晚、周六、周日）

方式学习，学制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

研
究
方
向

学
位
授
予

营销管理与决策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决策

财务管理与资本运营

创新创业与战略管理

项目管理

学生在学制年限内完成规定的学

习内容，符合毕业要求的，颁发工商管

理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

予条件的，授予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

位证书。

非全日制MBA

专业的技术团队为患者打通生命通道

先进的救治设备让病人在转运途中即可得到

有效治疗

南阳胸痛联盟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