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润勤 宁涛 尹珊珊 报道
1月8日，一位67岁的严重心脏病患者，

心梗面积高达95%，随时有猝死的可能，必
须进行心脏搭桥手术。然而这位患者还身患
梅毒、支气管肺炎、前列腺增生等疾病，手
术风险很高。历时3个小时，济南市第四人
民医院成功地完成了这例高风险手术。

该院副院长、胸外科主任、这台手术的
主刀医生戴炳光告诉记者，患者金先生今年
67岁，患有多项心脏疾病，诊断为下后壁心
肌梗死、心衰、阵发性房颤、支气管肺炎、
前列腺增生，医生会诊后发现，患者的冠状
动脉三支病变，前降支中远段完全闭塞，第
一钝缘支近段狭窄80%，右冠状动脉狭窄
95%，回旋支近段完全闭塞，随时有猝死的
可能，必须为患者进行搭桥手术。同时，该
患者还是梅毒携带者，潜伏梅毒及隐性梅毒
血清具传染性，增加了手术中医护人员的风
险。

戴炳光介绍，早期的心脏搭桥手术，通
过体外循环维持患者生命特征进行手术，现
在我们采用的是“非体外循环不停跳心脏搭
桥术”，可以避免因心肌缺血导致的再灌注
损伤，手术的风险会大大降低。

“然而，这台心脏搭桥手术的难点在
“回旋支”血管缝合，因为手术的部位在心
脏的侧后方，搭桥难度极大，风险最大，手
术中稍有不慎，便可危机患者生命，因此要
求手术者要‘准、快、灵’。”他说这番话

时，表情凝重。
9点整，记者跟随戴炳光等5名医生、1

名麻醉师、2名护士进入手术室，在详细查
看病人病例和准备工作后，戴炳光宣布手术
正式开始。9点3 5分，心脏搭桥手术所需
“材料”——— 大隐静脉血管通过腔镜微创手
术在病人下肢中进行采撷。10点4分，一条
30cm长的大隐静脉血管被取出，并去除血管
表面的脂肪组织；接着，病人的胸腔被打
开，切开心包后，露出不停跳的心脏。此
时，记者看到戴炳光格外沉着，其他医护人
员配合默契，手术进展顺利。

心脏开始搭桥是在10点30分开始的，10
分钟后，第一条动脉血管开始缝合；11点18
分，第二条动脉血管搭桥完毕；11点53分，
第三条动脉血管搭桥完毕，胸腔开始缝合。
12时许，记者看到了医护人员们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手术成功。

手术结束后，戴炳光告诉记者，心脏搭
桥手术就是冠状动脉搭桥术，在冠状动脉狭
窄的近端和远端之间建立一条通道，使血液
绕过狭窄部位而到达远端，犹如一座桥梁使
公路跨过山壑江河畅通无阻一样。不过所用
的材料不是钢筋水泥，而是自身的大隐静
脉、乳内动脉、胃网膜右动脉、桡动脉、腹
壁下动脉等。在许多人看来，在心脏上动刀
子，风险肯定不小，其实，搭桥手术是在心
脏表面开刀，而不是解剖心脏，对心脏的损
伤极小。

□记 者 单 青
通讯员 高 晖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卫生计生委发布
信息称，我省已进入流感流行高峰期，2014
年4-12月，全省54家流感监测哨点医院共报
告流感样病例113835例，占门急诊就诊患者
比例为1 . 90%。发病人群以0～4岁婴幼儿为
主，占58 . 6 9%，其次为5～14岁儿童，占
23 . 04%。

进入2014年10月份以来，我省流感样病

例比例明显升高，12月底流感样病例比例达
到高峰，占门急诊就诊患者的2 . 94%。实验
室检测结果显示，去年我省流感病毒流行优
势型别为季节性A型（H3N2）流感，占
91%。2014年4-12月全省共报告流感样病例聚
集性或暴发疫情 6 2起，其中季节性A型
（H3N2）流感疫情达45起。

2014年度全省流感流行呈现出以下特
点：一是流感活动启动时间和高峰期较往年
有所提前，流感活动水平持续攀升，流行强
度高于2013年；二是流感样病例聚集性和暴
发疫情较2013年同期明显增多，全省16市
（菏泽除外）均有分布；三是本年度流行优
势病 毒较 2 0 1 3 年 发 生 了 明显变 化 ， A
（H3N2）流感病毒占绝对优势（91%）。

针对疫情快速上升的形势，省卫生计生

委及时开展疫情研判，指导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合理调配医疗资源，同时加强重点部
位、重点环节的消毒管理，防止院内感
染。

我省流感疫情高发态势还将持续一段
时间。专家提醒，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
卫生；勤洗手，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经常
开窗通风，适量运动、充分休息，避免过度
疲劳；咳嗽、打喷嚏要掩住口鼻，不要对着
他人；在流感高发期，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的
场所，确需去时应佩戴口罩；及时接种流感
疫苗。专家建议，流感患者及陪护人员要勤
洗手，会客和就诊时应佩戴口罩；病情重者
及时就诊，住院隔离治疗；陪护人员一定要
佩戴口罩，出病房后洗手消毒，减少流感传
播。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首家ICL/TICL手术技术

培训基地落户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济南眼科医院），该
培训基地的成立成功地搭建起ICL/TICL手术技术培训的
新平台，将更好地服务于眼科新技术的推广。

该院屈光手术中心主任刘蕾介绍，ICL/TICL人工晶
体植入术是矫正高度、超高度近视的最新的较安全的手术
方式，它成功突破了角膜屈光手术极限，是将一种由先进
胶原蛋白材料collamer制成的柔软晶体，通过一个微型切
口植入眼内，放在人眼晶体前安全区，达到矫正近视及散
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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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四院完成一例高风险手术

2014年流感样病例婴幼儿占近六成

我省首家ICL/TICL手术技术
培训基地落户济南

□范晓苹 兰玉杰 单青

去年11月底，曲阜市通过了全国爱卫办国
家卫生城市技术评估组的技术评估，成为我省
鲁西南地区首个国家卫生城市。三年来全市上
下齐创卫取得的成绩得到认可，良好的公共卫
生意识、文明的生活方式正悄然形成。

“改变生活方式，打造健康名市”创卫当
初喊出的口号，现已内化为每位市民的自觉行
动。环境美了，曲阜市对外招商引资的引力更
加强劲，拥有2600年历史的“东方圣城”再次
焕发了生机。

创卫,

城市的一次“集体赶考”
2012年创卫前，曲阜明古城墙北侧，延恩

西路曾是一片土路，一家一户圈一圈铁栅栏搭
个棚子，有的卖花卉、有的养鸡养鸭，杂物、
垃圾随处堆成一小堆，与古老“东方圣城”的
形象有些格格不入。现在，延恩西路及广场路
面硬化，移植的绿化灌木、柳树等环绕砖灰色
古城墙，多了几分庄严、肃穆，原经营业主已
按照相关协议统一搬迁。

一条道路的变迁，正是曲阜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的一个缩影。

“圣人的家乡，应该干干净净。在内宾面
前代表曲阜，在外宾面前代表中国。”在曲阜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动员大会上，曲阜市委书记
李长胜把城市形象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匹配圣城形象，创卫从美化环境开始。去年10月
1日、2日，李长胜和人大、政府、政协等部门单位
的负责同志，一起步行60余公里走遍80多个小区
及街道，现场“揭短”、制订整改措施。领导班子不
定期分成小组步行“扫街”，上午3小时、下午3小
时，走近社区楼前楼后、街道店铺前后、城中
村小胡同……脏、乱、差问题一一记录，“三
天两检查一通报”督导整改。

创卫是城市管理者的一次“集体赶考”。
匹配圣城环境印象，不仅要解决环境卫生顽
疾，还要体现民生民意，“让人们过上更美好
的生活”，才算给曲阜百姓交上了一份完美的
答卷。

创卫前，曲阜市中医院门口，一到饭点，
叫卖笼包、鸡蛋面、白吉馍的商贩推着小三轮
挤占了仓庚路的一大半，过路汽车不得不拥堵
慢行，刺耳的喇叭声此起彼伏。占道经营是个
老大难问题，因小商贩流动性强，单纯取缔或
赶走等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只能是治标不治
本。

“堵不如疏”，曲阜市探索出流动商贩管
理的新模式，引导商贩进店经营。现中医院南
侧建成大型便民市场，专设20多个小吃、餐点
门面，实行政策优惠——— 入驻商贩免交第一年
租金。目前，已有十三四家小摊贩入驻。“有
了固定的地方，就不用来回推着车走了，下

雨、下雪天也能做买卖，这挺好”。一位卖油
条豆浆的早餐摊主说。

与此同时，“温情执法”的理念也渗透在
执法全程中。针对难处理的“四小”场所（小
理发、小宾馆、小洗浴、小歌舞厅），曲阜市
卫生监督所实行了网格包干化管理，从严监管

消毒和保洁工作。执法人员与经营业主一起进
行“搬家式”卫生打扫、粉刷墙体、设消毒
柜……达到创卫相关标准，上门颁发营业卫生
许可证。目前，曲阜市“四小”经营卫生许可
证持有率已达100%，建成5条“公共卫生安全一
条街”。

“创卫是项改善民生的工程，要通过改善
环境，提升居民的生活层次和水平！”创卫统筹
会上，李长胜强调，创卫不是阻碍创业，不是单纯
取缔小摊贩，不是砸经营业户的饭碗，而是要让
商户经营和城市管理更加规范有序，让曲阜人
民群众过更美好的生活。

市民、网友参与的“群众战争”

“鼓楼街大同路地面上都是油漆写的小广
告”、“北门夜市夜晚垃圾多，存在乱倒现
象”、“北马道往西走，走到头有垃圾堆死
角”、“千禧园东门对过东西路垃圾成堆，臭
气难闻”……2013年10月8日开始，一系列曝光
曲阜街区环境问题的帖子附带着醒目照片，大
量出现在百度贴吧“曲阜吧”。

在网上随时“跟踪”这些信息，将这些问
题分类、汇总，迅速转给相关负责单位进行处
理，正是曲阜市爱卫办王雪的一项主要工作。

原来，曲阜市政府转变执政理念、创新网
络问政形式，发起了一场创卫“群众战争”，
鼓励和引导市民主动参与创卫监督。依靠广大
群众的眼睛，将监管“摄像头”覆盖到街角巷
尾。市民、网友在“曲阜贴吧”新设立的“创
卫曝光台”上，纷纷就创卫工作发帖，曝光现
场、提出建议，将一系列“老大难”问题推到
了创卫指挥部眼前。截至2013年10月25日，网络
曝光台开通18天跟帖超过1100条。

曲阜市爱卫办主任林丙昌介绍，创卫工作
指挥部每天要按照交通问题、市政建设问题、
市容市貌问题等进行分类统计，敦促以分级的
形式进行“创卫问题销号”。林丙昌表示，
“每三天一回查，看完成的进度如何，要事事
有回音。”将曝光的问题分为已完成、正在进
行、尚未解决三大类进行了统一答复，获网民
点赞。据了解，被曝光的问题大多得到彻底解
决，与开通初期的“井喷”曝光相比，现在曝
光问题的跟帖已很少出现。

除网络曝光台外，市民、网友还通过网络
问政、“4412345马上就办热线”等渠道进行
“创卫问题大家提”、提供“城市管理金点
子”；市民、网友拍客团还组成市民监督团，
“哪里脏乱差，哪里整改不到位，哪里就要被
曝光。”据了解，通过电话、网站等方式，全
市已征集“城市精细化管理‘金点子’”600余
条。

三年时间，曲阜市主次干道已全部提升改
造，街巷卫生死角逐个得到解决，新建、改建
高标准公厕60个，垃圾中转站9个，购置垃圾
箱、果皮箱4000个，建成日处理300吨生活垃圾
的环保资源中转站。新建改造了鲁城市场、西
关市场、曲师大北市场3个城区大型集贸市场、
6个便民市场和2个专业市场。

“创卫让居住环境得到改善，我们是受益
者，更重要的是参与者。”市民张霞说出了许

多曲阜人的心声。

“要我创卫”变“我要创卫”，

行为内化为习惯
一位79岁“巡城老人”，见证了这座拥有

2600历史的古老城市的新生。
荀金忠家住书院街道办事处荀家村，个头

不高但身板硬朗、喜穿黑袄黑裤、带一顶黑皮
帽。面色黝黑，笑起来几颗补的“银牙”闪闪
发亮。因为创卫，他成了曲阜颇有名的“巡城
老人”。

2012年夏天，荀金忠偶然得知曲阜市正争
创全国卫生城市，立刻进商店买了根捡垃圾的
长杆夹，又缝了半个面粉袋子大的布口袋。从
此，每天早晨7点，他准时从家出发，骑车到明
古城南门，开始沿着古城墙翻捡烟头、纸屑、
塑料袋……“一上午能捡满满一袋子，有时候
还得按按才装得下。”荀金忠说。

“捡垃圾是越捡越高兴”，79岁的荀大爷
一脸笑褶，”“创卫是个大好事，人人都讲卫
生了，看着街道变干净了，咱心里也舒坦。”

护城河由臭变清，廖河公园又大又干净漂
亮，人与人之间说话更有礼貌……荀大爷细数
曲阜创卫以来的大改变。“原来捡的垃圾一布
袋装不下，现在捡20天也装不齐一袋子。”

从“要我创卫”到“我要创卫”，创卫形
成“滚雪球”效应，成为64万曲阜人的全民运
动。人人既是创卫宣传员,又是创卫监督员、战
斗员，主动参与、配合的群众越来越多。记者
看到，延恩路北侧鲁城街道管辖区的村民，改
变了多年来在门口做饭的习惯，常年堆放在门
口的柴火、杂物重新清理归置。路面硬化后，
两米宽的胡同干净、敞亮，电动三轮车来回穿
梭自如。

通过国家卫生城市技术评估组的技术评估
后，曲阜创卫主体工作基本结束。保持老城干
净、整洁的市容环境，也内化为市民的生活习
惯，形成“曲阜创卫、我有责任”的新风尚。
大型超市门口车辆停放有序，宣传彩页不再乱
撒乱扔，沿街商铺门前的泔水渍已很少见……
创卫三年来，在全民参与下，清除城区脏、
乱、差等问题滋生的土壤，良好的公共卫生意
识、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在悄然形成。

“干净曲阜”是项系统工程，探索建立一
个长效机制是关键。李长胜认为，“百姓至
上，民生优先。”创卫使人居、发展环境步入
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和水平,极大地增强了区域竞
争力和投资吸引力。“转变生活方式，打造健
康名市。”他表示，曲阜市将以世界性大城市
的标准，提升整座城市的市政设施、城管执
法、道路交通、环境质量等精细化管理水平，
实现城市管理的全方位、高品位、有特色，守
住创卫成果，提升城市品质内涵、创树卫生名
城品牌。

曲阜创卫：让孔子故里干干净净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记者从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获悉，青岛天亿佳国际商贸有限

公司未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经营

药品，致使大量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去向不

明，省食药监局在查实案情后，依法吊销该

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

省食药监局发文强调，对因违法销售

行为导致含可待因等特殊药品复方制剂去向

不明的案件，各市食药监部门应依法调取并

固定好全部证据，以案件移送的形式报省食

药监局，吊销其《药品经营许可证》。对在

调查处理中发现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及

时移送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借助药品经营渠

道非法销售此类药品的行为。

一药企违法销售
含可待因复方制剂
被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王冬梅 报道

本报德州讯 1月7日，德州市疾控中心对３所流感监

测哨点医院开展专题技术督导检查。针对医院对流感样病

例监测诊室工作开展情况、流感样病例登记、统计不规范

的现象、以及样本采集、保存和运送等存在的细节问题，现

场给予了技术指导，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哨点医院将

根据要求，进一步严格工作流程，严格遵守相关工作规范，

严格流感样病例的登记报告，切实提高流感监测质量。

德州市督导检查
流感监测哨点医院

①

②

③ ④

□杨润勤 宁涛 报道
左图为戴炳光(右)正在为金先生进行心脏搭桥手术。
右图为手术成功后，金先生被转入ICU特护病房。

图①热火朝天齐创卫，曲阜汽车站清扫 图③有朋路橡胶厂家属院创卫后
图②有朋路橡胶厂家属院创卫前 图④79岁“巡城老人”荀金忠

□记 者 单 青
通讯员 于莉娟 报道

本报石家庄电 日前，由中国药学会主办的“2014年
中国药学大会暨第十四届中国药师周”在石家庄举办，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药学部主任兼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主任
刘向红荣获2014年度中国药学会优秀药师奖。

大会颁发了2014年中国药学会优秀药师奖68名，其中
山东省仅有两位药学工作者入选该奖项，刘向红为济南市
唯一获此殊荣的药学专家。该奖项重在表彰长期投身药学
事业、在药学建设领域具有突出贡献、在日常药学科教
研、药学管理等工作中卓有建树的药学工作者。

刘向红荣获2014年度
中国药学会优秀药师奖

□张龙敏 报道
本报平阴讯 近日，平阴县人民医院以优异成绩顺利

通过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复审。
济南市卫计委评审专家组12位专家，通过实地查看、

问卷调查、抽查、查阅资料、现场考核、追踪检查等方
式，对该院555个条款进行了综合评审。其中，审查科室
129次，访谈医护人员353人次，访谈患者及患者家属55人
次，考核工作人员153人次，查阅病历45份、化验单200
份，追踪不良安全事件28件。

平阴县人民医院通过二甲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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