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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民年内能用手机查健康档案
市级及以下150家医疗机构病历互联互通互认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高咏梅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卫计委
了解到，2019年该委推出多项
惠民举措：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建立市民个人健康信息管理系
统；出台个人健康信息(含电子病
历)管理办法，实现市民个人健康
信息无障碍安全查询；试点推行
市级及以下医院病历互认。在
2019年末，基本实现全市市级及
以下公立医疗机构(含至少150
家基层医疗机构)电子病历互

联互通互认，方便群众就医。
据该委相关负责领导表

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的意见》和山东省推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工作
视频会议精神，切实发挥电子
病历、电子健康档案在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中的基
础支撑和便民服务作用，以高
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孕
产妇、0至6岁儿童、65岁以上老
年人等重点人群为突破口，通
过“健康济南”APP、“健康济南

共建共享”微信公众号、市属
各医疗机构微信公众号等任一
方式，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
前提下，推进电子健康档案(含
电子病历)向居民本人开放，方

便群众查询自身健康信息，实
现居民个人健康信息的管理，
调动群众参与自我健康管理的
积极性，提高群众获得感。

为迅速落实惠民举措，济南
市卫计委特别从三个方面推进：

一是到2019年4月末，在确
保信息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的
基础上，制定出台《济南市居民
个人健康信息(含电子病历、电
子健康档案)管理办法》、《济南
市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细则》(暂定名)。实现7家市
属医院电子病历与个人电子健
康档案的互联互通，市民本人
可通过“健康济南”APP、“健康
济南 共建共享”微信公众号
可进行无障碍安全查询个人病
历和健康档案信息。

二是到2019年6月末，实现
全部市属医院电子病历与个人
电子健康档案的互联互通互认，
市民本人可通过“健康济南”
APP、“健康济南 共建共享”微
信公众号进行无障碍安全查询个
人病历和健康档案信息。

三是到2019年末，实现全
市市级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
(含至少150家基层医疗机构)
电子病历与电子健康档案的互
联互通互认，市民本人可通过

“健康济南”APP、“健康济南
共建共享”微信公众号进行无障
碍安全查询个人病历和健康档案
信息。同步推进电子健康卡(码)
与电子社保卡(码)融合应用，逐
步解决“一院一卡，重复发卡，互
不通用”的群众堵点问题。

出车祸男子满头是血
仨白衣天使路遇援手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静 张谨

1月28日14：30，因交通事故受
伤的李先生被路过的济南市口腔
医院高新院区护士董慧晨等人送
上了飞驰而来的救护车。

当天，休班的董慧晨与爱人走在
回家过小年的路上，走到高新区会展
中心附近，他们看到前方突发交通事
故，一位中年男子倒在血泊中。

身为护士的董慧晨立即冲过
去，一边表明身份查看受伤老人情
况，一边嘱咐爱人打110和120。她也

赶快向医院请求援助。不到5分钟，该
院区医务人员刁星月、李君、方新拿
着急救用品飞奔至现场。

倒地男子趴在地上，周围可见明
显血迹且已凝固，无法完成翻身动
作。男子满头是血，头发和衣服都已
被血浸湿了。经检查，男子的呼吸及
脉搏均在正常范围内，但意识不太清
楚，不能表明自己身份。因为其头部
出血，医护人员及时用纱布进行止血
等处理，密切观察伤员意识状态。直
到120急救人员到达，董慧晨介绍了
情况，高新院区医务人员协助120急
救人员将男子转至急救车上。

准爸爸如何变身超级奶爸

来齐鲁医院“新手爸爸训练营”

□记者 王闯

“媳妇，宝宝饿啦！”“媳妇，宝宝哭
啦！”“媳妇，怎么办呀？”生活中，很多新
手妈妈扮演着全能超人的角色。准爸爸、
新手爸爸们如何变身超级奶爸？2月16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将组织“新手爸爸训练
营”，学干货还能拿礼品，快来报名吧。

据了解，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拟举办
的“新手爸爸训练营”，首先将由专业的
导乐师指导在产程中如何陪伴孕妈，并协
助孕妈做合适的导乐运动。训练营将会把
分娩体验仪带到活动现场，让准爸爸们亲
身体验分娩疼痛。感同身受，才能帮助孕
妈选择合适的镇痛方式。利用各种模具，
专家将手把手指导，帮助新手爸爸们更好
地完成新生儿的日常护理。有经验的爸
爸们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看娃心得，或提
出自己的疑惑，和大家共同讨论学习。

招募对象：准爸爸、新手爸爸、超级
奶爸

报名截止时间：2月15日(正月十
一)16：00

活动时间：2月16日(正月十二)9：00
活动地点：齐鲁医院华美楼二楼妇

产科门诊孕妇学校(室内温暖，饮用水
充足，另备茶歇，还有精美小礼品。)

联系人：徐相玉 18560088031
刘成杰 18560089296

省胸科医院举办总结表彰

大会暨综合目标签订仪式

□记者 王闯 通讯员 曹传兵

1月28日，省胸科医院举办2018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暨综合目标签订仪式，院领
导、职能服务科室以及临床、医技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议由总会计师王秀主持。

会上，王秀总会计师通报了2018年综
合目标考核结果和获奖名单，获得综合目
标一等奖和综合目标效益奖的科室代表
分别上台领奖。医院还对2018年度先进集
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包括党内优秀、首届十
大名医、优秀青年、工会先进、团委先进等。

院长刘文俊分别与部分科室代表
签订了2019年度综合目标责任书，明确
了2019年的工作目标和方向。

党委书记、理事长秦敬民对获得先
进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强调了综合
目标考核改革的重要性。他指出，医院
要对综合目标指标的设定、体系的管理
和考核方案进行完善和细化，制定出更
加科学高效的综合目标管理考核方案，
实现优劳优得、多劳多得，为医院的提
质增效、良性发展提供导向作用。

怀孕21周 四胞胎妈妈险流产！
紧急宫颈环扎术打赢四胞胎保卫战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孙方雷

四胞胎妈妈王女士在怀孕21
周时突遇生育危险，宫口开了4厘
米，四胞胎随时可能流产！对于四胞
胎，在如此小的胎龄进行紧急宫颈
环扎术，不仅风险极大，而且成功率
非常低，国内外医学界罕有报道。

一旦发生流产，四个宝宝将无法
存活！为了挽救四胞胎，山东省妇幼
保健院产科刘群英主任紧急为四胞
胎妈妈做宫颈环扎术。半个小时的手
术面临多重风险和难关，都被刘主任
一一攻克。四胞胎保住了！

经多家医院求医，2018年，27
岁的王女士在结婚3年后幸运地怀
上四胞胎，全家人万分高兴。宝宝
21周时，她到山东省妇幼保健院产
检，发现宫口外口已经开放。“很快
就要流产了！”医生的话对于好不
容易怀上孩子的王女士无异于晴
天霹雳。

经过刘群英主任全面检查，羊
膜囊已经外露，凸出宫颈口。如果
不进行紧急处理，流产将不可避免。
如果仅仅靠抑制宫缩的药物治疗，
达不到可靠的保胎效果，能够保证
继续妊娠的可能性极小。这种情况，
只有进行紧急宫颈环扎术。

但对于四胞胎的紧急宫颈环
扎，有很大的风险。刘群英主任与
患者和家属做了详细的沟通后，患
者及家属都愿意配合手术。

充分的准备后，患者进入手术室。
困难重重。首先面临的是在胎

胞凸出的情况下，必须要先把胎胞
还纳，避免缝合过程中损伤胎膜。一
旦胎膜破裂，将直接导致缝合失败；
其次是能不能尽量留取更长的宫颈
长度，确保缝合的效果。

精心的术前准备，20多年手术
经验，最终换来半个多小时的顺利手
术。在刘主任打完最后一个线结后，大
家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

术后，王女士继续留在省妇幼
产科保胎，经过抗感染、抑制宫缩
等综合治疗，历时10余周后实施剖
腹产，四胞胎顺利出生。

这个孕周已达四胞胎的“足月
妊娠”。超过了医学上统计的四胞
胎平均孕周29 . 9周这个数字一周
多。产科团队和王女士共同创造了
生命奇迹，打赢了一场漂亮的四胞
胎保卫战！

据刘群英主任介绍，临床上，
一些怀孕中、晚期的孕妇出现宫颈
的无痛性扩张，并伴有妊娠囊膨入阴
道，而导致胎膜早破与不成熟胎儿的
娩出，诊断为宫颈机能不全。宫颈环
扎手术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而引起
反复自然流产的一种安全且十分有
效的方法。通俗地讲，就是把宫颈像
扎麻袋口似的扎起来，到该分娩时
再拆开，孩子娩出。

据了解，目前省妇幼保健院产
一科的保胎主要技术采取的是紧
急宫颈环扎术、择期宫颈环扎术、
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多胎妊娠的
延期分娩、保护早产儿实施特殊的
医护措施等。

济南市二院

举行禁放烟花爆竹动员会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杨鹏

为认真贯彻落实济南市委、市政府
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严防燃放事故
的发生，确保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强
化医院干部职工安全、文明、环保意识，
1月28日下午，济南市二院召开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工作动员会。医院领导班子
成员及全体中层干部参加会议，学习贯
彻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会议精神。医
院与各科室负责人签订《烟花爆竹禁放
工作科室承诺书》，全院职工在遵守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基础上，带动亲
属和周边人员积极响应禁放规定。

可生长支架救了先心病女童
省千佛山医院又一省内首例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毛瑞锋

期末考结束的第二天，7
岁的悦悦来到山东省千佛山
医院，准备接受一场改变她
命运的手术。因为患有复杂
先天性心脏病，在首次心脏
手术后，她的肺动脉分支仍
存在狭窄的问题，导致其左
肺灌注不足，呼吸功能受限。
通过手术，将其狭窄的肺动
脉分支扩张开来，这是山东
省首例将CP支架用于肺动脉
狭窄治疗的病例。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心内
科副主任郑晓舟介绍，肺动
脉狭窄，尤其肺动脉分支狭
窄，是先天性心血管畸形中
常见的血管疾病，也是复杂
先天性心脏病术后的常见并
发症之一。未经治疗的肺动
脉狭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手术治
疗效果，同时影响患者的生
存质量，最终影响生存寿命。

悦悦患有复杂先天性
心脏病-法络氏四联症，在
5个月时做过心脏手术，但
仍合并左肺动脉分支狭
窄，直径只有1mm左右(同
龄孩子正常值应是1cm左
右)，导致右侧肺部过度灌
注，而左侧肺灌注不足，极
易并发肺炎和肺动脉高

压，单纯用外科手术修复
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去年5
月份，郑晓舟曾为其做过球
囊扩张手术，但使用球囊扩
张到1cm后又迅速回缩到
2mm，治疗效果不理想。

也是从那时候起，郑晓
舟及团队开始为悦悦寻找合
适的治疗方案，经过充分评
估、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等，
选定了植入CP支架治疗期
肺动脉分支狭窄的方案。

据 了 解 ，C P 支 架
(Cheatyam Platinum支架)
是一种可生长的支架，主
要用于先天性或继发性的
主动脉缩窄。因其可以配合
不同口径的BIB(Balloon in
Balloon)球囊，对局限性的主
动脉缩窄进行扩张，该款支
架可以分期扩张，以适应
人体的成长，因此可以用
于年轻或青少年患者。

在充分术前准备后，悦
悦的手术终于如期进行。术
前检查发现，悦悦的左股静
脉存在先天畸形，因此只能
选择右股静脉，这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手术难度。好在
郑晓舟团队在临床中累积了
大量心脏外科手术经验，虽
有难度，但无惊险。经股静脉
穿刺后，支架被顺利到左肺
动脉狭窄处，随后释放支架，
充盈球囊，手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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