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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北方医院卒中中心
“金字招牌”
心建设。在她主持下，整合医院多学科资源，2020
年 8 月底，正式启动创建国家防治卒中中心工作，
2020 年 10 月 15 日、2021 年 3 月 11 日，国家高级卒中
中心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两次来北方医院，
开展“千县万镇中风识别行动”潘集站大型培训会；
2021 年 12 月 21 日，北方医院防治卒中中心建设迎
来省专家组现场评估验收；2022 年 3 月 9 日，国家卫
健委脑防委员委托安徽省卫健委对北方医院防治
卒中中心进行授牌认证。
国家脑防委公开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防治卒中
脑卒中也是中国人常说的“中风”，是一种急性
中心 587 家，北方医院就是这 587 家之一。孙学文教
脑血管疾病，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具有
授说，授牌只是新的起点，新的征程。经过全院共
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医疗
同努力，完美追求，2022 年 4 月份，北方医院防治卒
费“五高”特点。脑卒中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致残和
中中心授牌后仅一个月，就在全省综合排名第 2、全
致死疾病。官方统计，每 12 秒就有一个中国人发生
国排名第 37 位！取得北方医院卒中中心建设以来
卒中，每 21 秒就有一个中国人死于卒中，脑卒中已
最好成绩。
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给家庭、社会带
6 月 18 日上午，笔者在陪同记者采访北方医院
来了沉重的精神与经济负担。
防治卒中中心核心科室神经内科时，恰巧该科有一
北方医院作为潘集区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同时
位卒中康复非常好的典型案例病人。当我们来到
也是国家防治卒中中心，始终把护佑人民群众生命
病室，还处在治疗中的患者李某得知采访情况后，
健康安全责任记在心中，扛在肩上，矢志不渝提高
已迫不及待，高兴地向记者展示他独自起床、行走、
医疗技术水平，努力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通过规
洗脸、刷牙和言语交流等各方面能力，还与医生用
范诊治标准，以最短时间、最佳效果救治卒中患者，
力拉手，
看他双手是不是很有力了。
提高救治率，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为卒中患者撑
就在李某猛然坐起，双腿下地，动作娴熟起床
起一片蓝天，
造福一方百姓。
时，记者连忙提醒他要“慢”点，李某说没事，前几天
淮南新华医疗集团首席专家、北方医院院长顾
他就行走自如。若不是在病房，很难让人相信，他
问、首届医师节“安徽好医生”荣誉称号获得者孙学
是一位还在治疗中的卒中患者，这也是笔者接触卒
文教授，胸怀苍生，情系百姓，力推北方医院卒中中

中患者康复如此之好最传奇的一位。
神经内科主任窦念涛介绍，急性缺血性卒中救
治越早，效果就越好。
“ 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
命！”脑卒中病人一分钟就要死亡 190 万个脑细胞，
这些脑细胞死亡后不可逆，所以必须分秒必争，抢
抓溶栓治疗黄金 3 至 6 小时，早一分钟治疗，脑细胞
就少一点死亡，
少一点致残，
多一分希望！
该科护士长、护理部副主任杨丽萍翻开卒中溶
栓记录本，指着上数据告诉笔者，在卒中创建初期
2020 年 11 月 6 日至 2021 年 2 月 3 日的 3 个月时间里，
卒中病人溶栓仅 5 例，2021 年 2 月 4 日至 2022 年 6 月
9 日，卒中创建中后期及创建成功 16 个月时间里，卒
中患者成功设施溶栓达到 95 例，由前期月溶栓 1.67
例跃升到现在月溶栓 5.9 例。随着人们对脑卒中防
治知识进一步提高，
溶栓数据还会急速攀升。
当天上午正在采访时，急诊科又送来一位急性
卒中患者……
本报通讯员 张小兵

救死扶伤 情暖北方
——一位高处跌落受重伤老人抢救目击记
本报通讯员 石秀仁
从高处跌落后昏迷不醒，到手术抢救后谈笑风
生，淮南新华医疗集团北方医院副院长兼骨科主任
汪俊平和他的团队又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
淮南市潘集区架河镇一位 77 岁的苏老人家，前
些天早晨，上 3 米多高的房顶维修石棉瓦时，不慎从
高处跌落，致头部、胸腹部、腰背部及右髋部等多处
受伤，报警后 120 接到北方医院急救时，还处于昏迷
状态。经全面检查确诊：苏老人家创伤性失血性休
克、右股骨粗隆间及上段粉碎性骨折、骨盆骨折（两
侧耻骨、坐骨骨折）、腰骶横突骨折和肋骨骨折，伤
者并伴有脑梗死、心脏病和慢性胃炎等，可谓命悬
一线。
6 月 15 日上午，北方医院副院长兼骨科主任汪
俊平率骨科副主任王冬冬、李东海、优秀医生朱少
林，麻醉科主任刘玉携麻醉师聂敬帅，手术室护士
长林政伟携护士李梦波、陈真真，在北方医院第一
手术室，为苏老人家实施了“股骨骨折切开复位钢
板内固定术”。

6 月 16 日，笔者去骨科和重症监护室做了进一
步采访。骨科副主任李东海说，从高处跌落的苏老
人家手术，汪院长领衔，一直做到了下午 1 时，第二
天早上，汪院长率优秀医生朱少林还去重症监护室
查房会诊看望苏老人家，一切都好。笔者去 6 床看
望时，想不到这位苏老人家精神如此之好，谈笑风
生，给笔者详细介绍那天他不慎跌落的全过程，完
全不像刚做完大手术的病人，
一位同仁这样形容北方医院副院长兼骨科主
任汪俊平和他的专家团队：
“ 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
限热爱和忠诚，对病人的感情至醇至浓，作为杏林
典范，拯救了一批又一批生命！他们是‘新时代最
可爱的人’
！”
一位受重伤经北方医院骨科抢救康复出院的
患者满怀深情地写道：
“ 每次，想到自己去年的经
历，虽然时隔一年，虽然已经回味很多遍了，对于别
人可能早已是习以为常了，但自己还是忍不住感
叹！每每在庆幸自己命不该绝大难不死的时候，更

多的还是对北方医院的感恩！这个感恩，将是永恒
的！因为我永远并且无比清楚的明白:没有他们这
些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天使，就永远不存在我的
什么大难不死！在某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勇
士、是战士！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热血，把
一个个已经被阎王爷抓在手里的人拯救了回来！
为这样的勇士和战士而骄傲，
他们是好样的！”

生命的接力

——新华医院北方医院联手抢救患者目击记
本报通讯员 石秀仁
点亮生命之光，
书写医者辉煌！
6 月 15 日晚 7：37 分，笔者接到一个电话：一位老
人当天傍晚在潘集区芦集镇石集老家，下田抽水浇
秧苗时突发状况，前来北方医院救治。笔者马上赶
回北方医院，向当班的急诊科主任徐泽锋提前报告，
做好接应。
徐泽锋主任携氧气袋、推着抢救病人小推车提
前到医院大门口马路边等候。经验丰富的徐泽锋主
任听笔者讲述的情况判断，虽然当天比较热，病人不
像是中暑，
倒像是心梗之类……
20：08 分，载病人的小轿车抵达北方医院门口，
徐泽锋主任上前和家属把老人搀扶到小推车上，推
进急诊室，与值班医生陶继勇、值班护士张慧、杨春
燕马上投入救治：问病史、做心电图、量血压、测血
糖，
吸氧，
一切紧张有序。
徐泽锋带护士杨春燕夜幕下，又推病人到外科
大楼放射科，请当班医生张伟拍 CT 片查明病情。在
CT 室，徐泽锋给淮南市卫生名医、北方医院普内科
（心内科）主任刘川贵提前打电话，然后推去内科大

楼 3 楼心内科急救室急救，医生余承坦、护士郭梦婷、
曹顽岩等投入救治，
一直忙到深夜……
第二天上午，刘川贵主任给笔者打电话并与病
人家属说，老人家的有关指标比较高，是急性心梗无
疑，病情重，风险大，他们已与同集团的国家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新华医院胸痛救治中心联系，有北方医
院派 120 救护车，医生、护士随车护送，到新华医院胸
痛中心急救。
救人如救火！6 月 16 日上午 11：14 分，刘川贵主
任提前在新华医院急性胸痛救治网络群里发帖，告
知北方医院中午派 120 送一位急性心梗病人去新华
医院胸痛中心救治。11：56 分，120 驾驶员胡玉刚开
车，医生余承坦、护士刘雪竹随车护送，向新华医
院出发。当天气温高达 37 摄氏度，时至中午，有的
医生护士尚没有吃午饭，但抢救病人争分夺秒。
12：14 分，随 120 救护车护送的医生余承坦车上随
时观察病人情况，并在新华医院急性胸痛救治中
心网络发一个帖子：
“车过孔李淮河大桥了。
”
12：
28
分，北方医院 120 救护车平安抵达新华医院胸痛中

心。新华医院急诊科医师张国杰主任、
心内科医师江
丽娜、急救医生沈晶晶率几名护士，已提前在大门口
接应。在新华医院急诊科完善手续后，
由急诊科蒋医
生和护士将病人护送到新华医院3号楼5层心内科监护
室，
心内科医生吴义迪等无缝对接投入救治。
医德重于泰山，
感恩永在心间！淮南新华医疗集
团首席专家、
北方医院院长顾问孙学文教授得知情况
后，
第一时间对抢救这位近 80 高龄的急性心肌梗死病
人表达了关心关怀之意，
病人家属十分感动。
目前，在淮南新华医院胸痛救治中心和心内科
专家的全力救治下，老人家的病情平稳，期盼早日康
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