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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群众的“健康卫士”
——
— 记“彭昕名医工作室”驻地医生、中医诊疗中心医师刘新蕊
十个月前，距淄川钟楼不到千
米的经开区卫生院内，来了一名年
轻医生，她是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派
驻到淄川经济开发区卫生院“彭昕
名医基层工作室”(中医科)的驻地医
生——
— 刘新蕊医师。
新环境、新气象，刘新蕊的工
作热情仍不减。她迅速融入到淄川
经开区卫生院这个大家庭中，并在
大家的密切配合下，顺利展开工
作。因此，她成了患者的知心朋
友，为患者把诊号脉，拉家长里
短，诊室里时常传出医患爽朗和谐
的笑声，氛围极为融洽。
“医者仁心，救死扶伤。”学
医的目的，就是为基层老百姓看好
病、做好事。刘新蕊医师不仅这样
想，也是这样做的。
“刘医生不仅医术精湛，治好
了我多年的顽疾，还时常挂念着我
这老太婆的身体状况，叮嘱我定期
复查，家里孩子都没有这么关心过
我这老太婆了……”说着说着，王
奶奶眼中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王奶奶，您孩子主要是太忙了，
平时他们一有空不就回来看望您

嘛。咱要多笑，
心情好了，病情
恢复的才会更
快！”看到王奶
奶的失落，刘新
蕊拉着她的手安
慰道。
像王奶奶这
样长期居家，子
女长年在外的
“留守”老人、
贫困人口，还有
很多。他们行动
不便，能够享受
到好的医疗条件
还是十分困难。
“名医基层工作
室”“对口帮
扶”活动开展，
为他们带来了福
音。刘新蕊医师
除了为他们带去自然、安全、绿色
的中医特色疗法，更是给他们内心
送去一份温暖。刘新蕊医师在基层
很快赢得患者的信任，同事的肯
定。

图为刘新蕊医师的门诊小课堂
如耳穴压豆疗法为常年血糖过
高的李大爷控制血糖；耳尖放血为
长年高血压的张大爷控制高血压；
艾灸火针为左手水肿不能活动的许
大娘成功消肿；刺血疗法治好了朱

阿姨困扰多年
寒症；“挑四
缝”耳穴压豆
治疗小儿厌
食……
双杨镇的
许 女 士7 岁 的
孩子厌食一个
月了，不仅耽
误了孩子的生
长发育，还影
响了一家人的
情绪。许女士
焦急万分，四
处求医，均未
取得满意的效
果，经好友介
绍来到淄川经
开区卫生院找
到刘新蕊医生
就诊。刘医生
为孩子进行了详细的查体，诊断孩
子是脾胃虚弱，决定实施中医耳穴
压豆疗法。经过3个疗程的治疗后，
孩子的食欲恢复，精神大为好转。
由此，许女士一家就成了刘新蕊医

生的“忠实粉丝”，除了自己一家
人看病，她还经常介绍亲朋好友来
找刘医生调理身体。
为提高基层卫生工作人员的业
务水平，她利用业余时间制定了带
教计划，并且以查房示教、集中培
训、以及门诊小课堂等形式，迅速
提高了大家的诊疗水平。
随着中医特色技术——
— 董氏奇
穴、腹针、耳穴压豆、火针、刺血
疗法、艾箱灸等技术的开展，刘新
蕊医师所在的淄川经开区卫生院名
医基层工作站，为百姓节省了时
间，更省了钱，使基层百姓更快、
更方便、更实惠地得到更好的医疗
服务，为健康扶贫提供了坚实的技
术保障。
十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已有
千余人受益于“基层工作室”。刘
新蕊医师不忘医者初心，始终坚守
在基层一线的卫生院，用满腔热忱
书写着一名医务工作者爱心之路；用
妙手仁心解除患者疼痛：用实际行动
践行从医时立下的誓言；用真心赢得
当地群众爱戴，用真情，当好基层群
赵志楠
众的“健康卫士”。

产妇急生产，急诊变产房
9月5日，凌晨4点43分，一名孕妇在北大
医疗淄博医院紧急分娩，产科、急诊科、儿科
医护人员齐心协力帮助接生后，母子平安。患
者家属在9月7日送来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字里
行间表达了对医护人员真挚的感激，获得了无
数人的点赞。
4点11分，“叮铃铃……”一阵急促的急
救电话骤然响起，打破了宁静的深夜！“傅家
镇黄家村一位孕妇即将临产，需要马上出车抢
救！”急诊科、产科医护人员迅速联动紧急出
车。“孕妇腹痛2小时、阴道流水30分钟，宫
口开全，需要立即在无菌条件下分娩。”送医
途中，产科副主任肖瑶为产妇做产科检查及判
断产程，随后给予产妇吸氧，检查发现胎头外
露，必须紧急接生。肖瑶主任立即联系医院，
通知相关医护人员到急诊科做好接诊准备，并
随时做好院外分娩的准备。

4 点4 3 分 ， 伴 随 着 一 阵 急 促 的 刹 车 声 ，
“120”急救车将产妇接回。医护人员迅速上
前接应的同时，为孕妇开启绿色通道，联系儿
科急会诊。由于产妇宫口全开，胎头外露，随
时有分娩的危险，时间紧迫、情况万分危急。
医护人员立即决定将孕妇推至急诊手术缝合室
进行分娩手术，随着缝合室大门的关闭，屋外
恢复了寂静，而缝合室内却是一番全力的抢
救。
穿手术衣、铺无菌巾，监测生命体征、吸
氧……在产科肖瑶副主任的指挥下，产科、儿
科、急诊科医护人员密切配合，忙而不乱、各司
其职。
当新生儿的胎头娩出时，助产士即刻用双
手托住胎儿头部，产妇疼痛难忍而不知如何用
力，肖瑶主任立即安慰产妇，嘱其摆好分娩体
位、
两手抓紧担架护栏，
指导用力。
4点57分，
“哇……”婴儿的啼哭声响彻急诊

室，
一女婴顺利分娩。
缝合室
内外所有人揪着的心终于放
了下来。检查产妇及胎儿情
况，
为胎儿结扎脐带，
擦干全
身并包裹，医护人员的操作
行云流水，手法娴熟。
待产妇
与婴儿情况稳定后，医护人
员将其护送到产科进一步诊
治。
经过检查与观察，
母女平
安。
肖主任向家属报喜，
家属
不断地向医护人员致谢：
“没
想到这次生的这么快，多亏
了医护人员的及时救治，母
女平安，真的太谢谢了！
”
医嘱，
每一项执行，都体现了大家的凝聚力和战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保卫战”，以 斗力，彰显了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人对广大患者
婴儿嘹亮的啼哭声，宣告着医护人员又一次的 的细心、爱心、责任心。
李文文
“胜利”。医护人员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每一条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举办外出进修人员汇报会
为加快医院人才队伍
建设，提高医务人员专业
素质，让全院医务人员一
起分享外出进修人员的学
习成果，9月1日，科教科
组织2020 年至2021 年上半
年外出进修归院人员汇报
分享会。业务副院长李其
海、张世杰以及全院200余
名医护人员参加此次汇报
分享会。
汇报会上，赴北京大学
第 三 医 院 、卫 生 部 北 京 医
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等省内外
知名医院进修学习的12位
医疗优秀骨干，采用PPT汇
报的形式，图文并茂地讲述

了他们从上级医院学习到
的经验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他 们 表 示 ，将 不 负 众
望，把进修学习到的专业技
术、上级医院与时俱进的理
念运用到工作中，为医院的
发展添砖加瓦。
副院长李其海对本次
进修汇报给予高度肯定，对
圆满完成进修任务的人员
表示祝贺，
同时希望学成归
来的医疗骨干要在科室中
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把学到
的先进理念、技术、成果等
引入到医院工作中，
不断改
革、创新，全面提升医院医
疗技术和服务水平。
刘立军

9 月1 日，
组织2020年度
外出进修归院
人员汇报分享
会。
9月1日—
3日，进行新加
坡医疗服务体
系线上认证。
9月16日，
公司领导走访
慰问防疫医护
人员。
9月17日，
慰问单身员
工 ，送 去 中 秋
月饼。
9月18日，
参加2021全国
医院擂台赛获
“最具影响力
案例”奖。
9月24日，
开展危重症孕
产 妇 、危 重 症
新生儿救治实
战演练活动。
9月27日，
进行节前安全
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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