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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这些专家，就医更方便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为方便患者就医，对

医院专家有更详细的了解，每月对三位医院
专家进行介绍，排名不分先后。

疫情发生以来，她带头奉
献，有担当、有作为，坚守在核
酸检测、临床检验等岗位上，
充分展现巾帼担当。她用实
际行动凝聚起众志成城的巾
帼力量，用自己的方式，默默
为这一场战“疫”贡献自己的
力量。她就是检验科主任、党
员杜云英。

疫情发生后，在PCR实验
室建设中，杜云英从查阅文献
资料、实验室布局，到设备调
试、性能验证等，每一个环节
都严格把关，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实验室建设的各项工
作，为淄博市的抗疫工作增加
了新的核酸检测力量。

2022年3月11日，五名检
验人员凌晨出发，驰援博山核
酸检测基地。淄博经开区也迅
速受到波及，大量标本短时间
内运送到检验科，在人员奇缺
的情况下，核酸检测工作面临
着巨大的考验。作为党员、科
主任，她既是指挥者，调度检测
物资的到位使用，协调人员的
岗位分配，保持与外界的信息
联络，监督实验室的质量管理，
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无误；又是
检测者，在保证常规检验正常
完成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完成
核酸检测任务。标本接收核
对、试剂配制、核酸提取，上机
扩增、垃圾消毒清运、物资耗材
储备，各个环节她亲自把关，确
保全流程顺利运行。出现初筛
阳性标本，她二话不说穿上防
护服就进二区完成复检，保证
了结果及时准确完成上报。临
时增加样本的凌晨到达是常有
的事，都是要求接到样本后第
一时间完成检测，她总是冲在
最前面，常常当实验完成时，天
已经蒙蒙亮，稍作休息还要继
续工作。

疫情严峻的日夜，她总是
最后一个休息，连续一个多月
奋斗在工作岗位上，最长连续
4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忙到不

吃不喝不上卫生间，不断挑战
自己的生理极限，用她的话来
说，就是要全力以赴，不停地
跟时间赛跑，尽早检测出结
果，就是赢得了和病毒斗争的
时间。她常说：只要大家有需
要我随时都在。年轻的工作
人员开玩笑说：“杜主任您是
长在科室了吗？”

其实，杜云英也是两个孩
子的母亲，大儿子今年中考，
一直在家上网课，小儿子不上
幼儿园，天天在家给哥哥捣
蛋。她无瑕顾及，她对儿子们
说："你们都是适合自由生长
的，妈妈照顾不到，你们一样
能够茁壮成长。"整个淄博市
交通管制，医院为工作人员办
理了特别通行证，直到疫情缓
解，她的通行证也没有用过，
就连视频聊天的次数都是屈
指可数，有时想起和孩子视频
聊聊天吧，发现已是深夜，等
明天吧！明天又是重复全员
检测的一天!有一次和孩子视
频聊，孩子说妈妈你瘦好多，
你得多吃点，让她瞬间破防、
泪流满面，三年的抗疫坚守，
她亏欠家人太多。

这一年各地不断有疫情
爆发，检验科不断安排人员外
出支援核酸检测工作。临沂、

菏泽、海南、济宁都有北大医
疗淄博医院检验人的身影。
送走一批又一批的支援英雄，
检验科的各项工作变得异常
艰难，常规检验工作有增无
减，核酸检测任务翻倍增加，
让人身心疲惫，科室一部分员
工出现了烦躁情绪，杜云英自
己也是疲惫不堪，但她努力调
整自己心态，和大家一起排解
情绪。她认为只要思想不滑
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再坚持
一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她
组织人员更新检测方法，增加
检测设备，尽最大努力缩短工
作人员的在仓时间。

10月底又一轮疫情来袭，
连续二十多天的全员核酸检
测任务，给整个科室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工作压力，翻倍增加
的核酸检测任务让人透不过
气，困难面前永不言败，责任
在肩绝不退缩。她带领科室
全体人员团结一心，加班加点
的工作模式，顺利完成了核酸
检测任务。

在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役中，她用冲锋在前的
担当，无微不至的关心关爱，
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应有的
力量。

朱凤霞

巾帼抗疫展风采
记新北大医疗集团“十大杰出人物”杜云英

【致敬一线战疫者】

寇金柱 手机：13853326341
主任医师，急诊科主任，医

务科副科长，重症医学专业,新
加坡国际管理学院认证内训师。

擅长重症肺炎、呼吸衰竭、
心肌梗死、心衰、重症胰腺炎、消
化道大出血、急性肾衰、心肺脑
复苏、脓毒症、肠瘘、颅脑损伤、
有机磷农药中毒等重症医学科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特别擅
长血液净化治疗脓毒症及急性
肾衰、纤支镜下肺部疾病及异物
取 出 、有 机 磷 农 药 的 综 合 治
疗等。

李化新 手机：13853325818
主任医师，普外科主任，普

外科专业。
擅长诊治普外科常见病、多

发病；微创治疗消化道肿瘤（如
胃癌、结、直肠癌）有较高造诣，
尤其擅长腹部外科疾病常规及
微创手术治疗。

关春 手机：13792177857
主任医师，放射科主任，医

学影像学专业。
擅长胸部、腹部、中枢神经

系统、骨关节疾病的影像诊断，
尤其擅长急腹症的影像诊断。

2月13日，傅家镇卫生院
组织卫生院医务工作者一行到
院交流学习。

2月15日，临床药学科主
任卢丽娟到卫生院开展《临床
基础药物使用》的医学知识培
训活动。

2月17日-18日，医联体单
位参加护理部组织《护士长胜

任力》第四期培训。
2月22日，医联体单位成

员及村医对《人本位医疗管理
模式》的临床应用，《膝、髋关节
置换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最新进展进行培训。

2月23日，淄博市经开区
南城生态产业新城发展中心卫
生健康事业部组织医联体单位

依法执业培训，特邀院长特别
助理李其海授课。

2月24日，心内科主任医
师尹行善、骨外科主治医师闫
艳强、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刘
红亮、内分泌主任医师王秀臻、
口腔科主治医师徐统明、彩超
主治医师卢绪凤在481社区卫
生服务站义诊。

2月22日，淄博经开区医
联体首期“百名村医”培训工
程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淄博
经开区医院）举行。副院长张
世杰、院长助理侯冠华、成冉
冉，骨外科主任方俊英，沣水
中心卫生院医护人员以及沣
水镇辖区部分村医参加培训。

院长助理成冉冉、院长助
理侯冠华、骨外科主任方俊英

分别对《“人本位”医疗管理模
式》的临床应用，《髋膝关节置
换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最新进展进行培训。随后，与
会人员参观了骨外科病房，深
入了解区医院“人本位”医疗
管理模式。

此次“百名村医”培训工
程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淄
博经开区医联体将会继续组

织系列活动，完善“百名村医”
培训工程的相关制度并使之
常态化，为进一步夯实医疗质
量和医疗安全，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增强群众卫生
健康服务获得感，建设“紧密
型”医联体做出推动作用。

赵志楠

淄博经开区医联体
进行首期“百名村医”培训

医院积极推进淄博经开区医联体建设

近日，血管介入科首次采用
机械血栓切除系统，成功为一名
老人实施左下肢动脉血栓（旋
切）切除。

73岁的孙大娘突然出现左
腿无力、麻木、发凉、疼痛等症
状，一度无法独立行走，家人见
状急忙将其送往医院就诊。神
经内科主治医师张雪梅接诊孙
大娘，对其查体后，初步诊断为
急性下肢动脉血栓形成，俗称

“腿梗”，需要立即介入取栓。接
到紧急会诊电话后，血管介入科
主任刘绵春立即赶往医院，为患

者仔细评估后，考虑为其实施行
左下肢动脉取栓术。刘主任带
领介入团队经过缜密的病例讨
论和综合评估，结合患者实际情
况，建议采用更快捷、更安全、效
果更好的机械血栓切除系统进
行血栓清除术。术中造影显示
左下肢动脉多处血栓并节段性
闭塞。经过机械血栓切除系统
取栓后，成功将左下肢动脉血栓
取出，术后血液通畅，左下肢皮
温恢复，肤色转红润，患者及家
属对术后效果非常满意。

王洪昌

近日，产科成功协助一名瘢
痕子宫产妇逆袭“剖转顺”。

二胎妈妈王女士（化名）10
年前在生第一胎的时候因种种
原因进行的剖宫产手术，未能实
现自己的“自然分娩梦"。怀上
二胎后，通过了解得知北大医疗
淄博医院一直致力于提供促进
自然分娩的优质服务，并且拥有
一支专业的产科团队。

产科医生了解到王女士的
情况后，耐心和她讲解瘢痕子宫
顺产的风险，并通过全面检查评

估后，发现王女士身体情况符合
顺产条件，可以试产。破水住院
后，值班医师对王女士的身体条
件再次进行了全面、严谨的评
估，确定王女士符合顺产条件。
在做好紧急剖宫产的准备下，医
生便一直守在产房，严密观察宫
缩、胎心、产程进展，随时准备王
女士不能耐受时就为其实施了
无痛分娩。最终王女士在全程
无痛下分娩一体重3600g的男
婴，母子均安！

李文文

近日，心内科成功为一位冠
脉桥血管吻合口狭窄的患者，实
施了球囊扩张术，家属特送来一
封感谢信。

周女士是一位心脏搭桥术
后的患者，就诊时胸痛、胸闷1月
余，反复发作，胸痛明显时不敢
活动，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患者自己认为心脏已搭桥，不是

心脏病的问题。入院后心内科
赵现成主任同医师团队研讨后
决定行冠状动脉造影术+球囊扩
张术。赵主任带领的医师团队
仅用1小时完成手术。经过护士
们的照料，术后3天下床活动，未
再出现胸痛、胸闷。

谭红帅

■ 科室动态

血管介入科首次采用
机械血栓切除系统进行血栓清除

瘢痕子宫产妇成功“剖转顺”

心内科成功实施球囊扩张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