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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辽健集团主题教育调研指导组到阜新矿总医院开展巡回督导并讲授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马英姿 摄影报道

8 月 5 日，辽健集团党委常委、
董事、副总经理田崇阳带领集团主
题教育调研指导组，到阜新矿总医
院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进行第三次现场调研指导，检查
指导 13 项专项整治的整改落实情
况，并对安全生产进行专项检查。
阜新矿总医院院长赵志峰、党委书
记景凯陪同调研指导。
调研指导组相继到阜新矿城
南医院、平安医院、站前医院、精神

康复医院、职业病防治院 5 家分院
进行了实地调研指导，就各分院的
主题教育、安全生产、发展运营等
情况与各分院党政班子进行了深
入交流与分析，并采取听汇报、现
场查看、随机提问等多种方式对各
分院的主题教育开展及安全生产
工作进行了实地检查，针对性提出
了指导性意见及建议。指导组要
求各医院要进一步开展好“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高政治

站位，加强全员政治意识，提升政
治素养。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意
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以主题教
育为契机，以党建强院建，推动医
院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实地调研指导结束后，调研指
导组在阜新矿总医院机关三楼会
议室召开辽健集团主题教育第三
次巡回指导会议。会上，调研组传
达了 8 月 3 日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及 7 月
29 日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和集团落实会议精神的要求；逐一
听取了阜新矿总医院班子成员关
于 13 个专项整治问题的整改情况
及主题教育党课讲授情况汇报。
调研组对总院 13 个专项整治及安
全生产工作进行了点评，指出了不
足，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调研组希
望阜新矿总医院在主题教育方面
要继续巩固成果，深入做好 13 项专
项整治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强化
责任落实，把握好质量进度，进一
步提高查找问题的质量及深度，在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举措上进一步
深研细谋，使各项问题得到切实解
决，
使各项工作得到稳步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辽健
集团的领导下，全体总院人把初心

和使命融入到医院发展的全过程，
把初心和使命贯穿到服务患者的
各个环节，在不忘初心中汲取前行
力量，在牢记使命中展现担当作
为。主题教育活动推动医院不断
迈上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
8 月 5 日下午，在一阵热烈的
掌声中，一堂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
主题教育专题党课在阜新矿总医
院 17A 报告厅拉开帷幕。辽健集
团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田崇
阳同志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高质量发展而奋斗”为题，围绕主
题教育的重大意义；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总结工作、查找差距；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实现集团改革发
展；高标准、严要求，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实效四个方面内容进行了精
彩的党课讲授，将主题教育活动进
一步推向了深入。
田崇阳同志与参会人员共同
回顾了集团成立一年来的管理效
果显现。她在授课中指出，一年的
努力，集团品牌得到了提升，集团
党的建设、运营管控模式、6S 管理
推行、科技创新能力、信息化建设
等诸多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
果，尤其是日前集团与华润重组迈
上实质性进程，为集团发展注入了

新的生机与活力……田崇阳同志
的授课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情感温
度，全体参会人员受益匪浅，备受
激励与鼓舞。
党课最后，田崇阳同志立足高
标准严要求，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性，
对总院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出 7
点要求：
一是坚守初心、
坚守使命；
二
是对党忠诚，
政治坚定；
三是学懂弄
通，
武装思想；
四是服务群众，
提高质
量；
五是坚守底线，
守住红线；
六是担
当作为，
干事创业；
七是增强本领、
提
高业务水平。田崇阳希望阜新矿总
医院广大医务人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传承红色基因，
勇于担当作为，
为
辽健集团、
阜新矿总医院的美好明天
而努力奋斗。
阜新矿总医院全体院领导班
子成员、总院和分院机关及临床一
线的党员、群众、民主党派代表近
150 人到会听课学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辽健
集团的领导下，全体总院人把初心
和使命融入到医院发展的全过程，
把初心和使命贯穿到服务患者的
各个环节，在不忘初心中汲取前行
力量，在牢记使命中展现担当作
为，主题教育推动阜新矿总医院不
断迈上新征程，再创新辉煌！

市糖尿病医院无痛胃镜下行胃内异物取出术

幼儿误食硬币一周没排除
医生“看着”几分钟取出
陈世利 摄影报道
一个 19 个月大的小女孩因误食一枚硬
币，
这枚硬币在幼儿胃内停留一周，
糖尿病医
院内窥镜室在无痛胃镜下行胃内异物取出术
取出硬币，
取出的硬币经胃酸腐蚀已经变色。
19 个月患儿，
家住阜蒙县招束沟村，
于7
月 24 日与姐姐玩耍时不慎将一枚一角硬币
吞噬，
然后去某家医院拍的腹平片，
示金属物
件于胃内，建议观察，告知有可能自行排出；
26 日复查，
硬币仍于胃内，
再次观察；
29 日再
次复查后建议去沈阳进行手术治疗。
孩子家长慕名曲广院长在消化道疾病
治疗上水平高，来到糖尿病医院进行检查。
30 日早，糖尿病医院 CT 室专家经腹平片后
确定硬币于胃内，曲广院长在无痛胃镜技术
下行经电子胃镜胃内异物取出术，
过程顺利，
取出的瞬间家长喜极而泣，这枚在幼儿体内
一周的硬币经胃酸腐蚀已经变色，终于取
出。在行取出术中，由于患儿哭闹及血管条
件不好，
许莹护士长以其扎实的基本功
“一针

见血”
的建立了静脉通道，
为顺利麻醉赢得了
宝贵时间。在麻醉师勾福田娴熟的麻醉配
合下，曲院长在胃镜下以其稳、准的手法，仅
用几分钟就顺利将硬币从食道取出。
30日一个上午曲广院长在麻醉师及护士
们的配合下，
相继在无痛胃镜下做了两例食道
异物取出术，
分别取出大枣核和鸭头骨头。
医生提醒：食道异物多见于老人及儿
童。老年人多因牙齿脱落或使用假牙，咀嚼
功能差，口内感觉欠灵敏，食管口较松弛，易
吞异物。儿童多因口含玩物误吞引起。因
此，提醒家中有宝宝的家长，一定要将家中
的小件物品放好，如硬币、扣子、玩具上脱落
的珠子等。由于宝宝缺乏一定的辨识能力
以及对
“食物”的好奇心，很容易误食此类物
品。1-2 岁的宝宝，尽量不要吃花生、杏仁
之类的坚果，不要让宝宝边玩边吃，同时吃
东西时不要逗他们笑。平时要多注意观察
宝宝，如有异常应尽快咨询或就医。

辽健集团阜新矿平安医院普外科

微创保胆取石术
治疗夏日“美食综合征”
肖蕾
入夏以来，天气炎热，人们都减
少了白天的活动，而夜晚各大饭店、
大拍档却人头攒动，小龙虾、烤串、海
鲜、啤酒……各种美食席卷而来。在
人们大快朵颐的时候，却忽视了潜在
的危险，很多人难抵美食的诱惑，往
往在饮食上不加节制，导致“美食综
合征”——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急
性发作。近日阜矿集团平安医院普
外科就收治了多例这样的病人。
家住市内的张先生由于日常饮
食偏油腻，
又喜好饮酒，
4 年前患上了
胆囊炎、
胆囊结石，
经常出现上腹部疼
痛不适的症状。发病初期，医生就建
议他进行手术切除胆囊，可是别看他
膀大腰圆的，一说要做手术就非常害
怕。每次发病时，他也只是用些消炎
药物进行保守治疗。前几天同学聚
会，
他高兴起来就忽略了自己的身体，
连续吃喝了好几天，身体有些吃不消
了，上腹部、背部开始剧烈的疼痛，并
伴有恶心、呕吐，
家人赶紧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将他送到了平安医院。
医生为患者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确诊为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急性发
作，决定立即进行手术。张先生以为
要开刀，坚决不同意。医务人员详细
地为其进行讲解，平安医院治疗胆囊
炎、胆囊结石采用的是微创腹腔镜下
保胆取石手术，具有不开刀、创伤小、

取石干净、不损伤内脏、恢复快等特
点，是目前治疗胆囊炎、胆囊结石的
最佳方法。在大家的劝说下，张先生
同意了，通过微创腹腔镜下保胆取石
手术，医务人员顺利取出了胆囊内两
枚分别约 1.1 厘米、0.8 厘米结石及泥
沙状结石。术后，患者恢复非常快，
现已康复出院，不过这不开刀治疗胆
囊结石的微创手术却令他连连称奇，
也庆幸自己直接来到平安医院，才恢
复这么快。
平安医院普外科紧跟国内外医
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多次派专人前往
国内微创治疗的前线城市广州微创
治疗中心进修学习，科室引入先进的
腹腔镜、纤维胆道镜设备进行胆系疾
患的微创治疗。科主任柏文勇，主任
医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
先后于中国医科大学普外科、广州医
学院微创外科进修学习，对腔镜技术
有一定的研究，特别擅长腹腔镜开展
的胆囊炎、胆囊息肉、胆囊结石各项
手术。柏主任特别提醒大家，日常的
菜肴应减少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
食品，增加粗粮、蔬菜的比例，少吃油
炸食物和刺激性食物，避免频频饮酒
和暴饮暴食，以减少急性胆囊炎等疾
病的发生。同时建议慢性胆囊炎、胆
结石病人尽量在平稳期进行手术治
疗，
以减少病人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