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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监部门多管齐下 业主监督模式升级

浦东饮用水卫生安全水平有望全面提高

本报讯 （记者 张琪）5 月 14 日上

午，以“社会监督同参与，饮水卫生共保

障”为主题的饮用水卫生宣传周系列活

动在证大家园拉开序幕。该系列活动由

浦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

浦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所

承办。接下来的几日内，活动将在全区

10 个居民小区展开。期间，新区卫计委

监督所还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监督执法

和水质抽检。

活动第一天，新区卫计委监督所、浦

兴街道居民自治办公室及证大家园居委、

居民代表，一起现场检查了小区二次供水

管理信息公示栏，实地察看了供水泵房，

就蓄水池加盖加锁、溢水管和泄水管设置

等硬件设施管理情况和日常巡查记录进

行查验，并查阅了水质检测情况、水箱清

洗消毒管理情况等相关资料，观看了物业

公司对二次供水储水设施清洗消毒过程

的影像资料。

今年 4月 8日，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印发《上海市二次供水储水设施

清洗消毒业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方案

首次明确：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邀

请居（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

代表作为现场监督人员，对二次供水储水

设施清洗消毒过程进行监督，并做好记

录，经现场监督人员签字确认后存档备

查。

新区卫计委监督所产品卫生监督科

科长郭爱萍说：“方案的出台，意味着业主

既可以要求现场监督物业公司清洗水箱

的过程，也可以通过业主代表随时查看清

洗水箱的录像等记录资料。”而浦东新区

是最早试点业主参与监督二次供水储水

设施清洗消毒工作的地区，从现在开始，

上述业主监督模式可以在新区所有小区

实现。

郭爱萍指出：“物业公司要认真履行

二次供水管理单位的职责，特别是针对二

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工作，要做好事先告

知、事中监督和事后公示。”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物业公司应当在清洗水箱前

两天，通过张贴告示等方式，告知业主清

洗消毒的具体时间；清洗消毒完成后 24
小时内，将清洗消毒的有关情况向业主公

示。

饮用水卫生安全是保障公众健康的

重要基础。为进一步提高居民对饮用水

卫生安全知识的知晓度，新区卫计委监督

所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渠道以

及动漫、H5等新媒体形式，多途径开展宣

传，以全面提高辖区内饮用水卫生安全水

平，保障居民饮用水健康安全。

“哎呀！这可麻烦了！”当东方医院

影像科登记员陈晓燕和平时一样，正被

一大群患者围在中间，忙得不可开交

时，一阵焦急的叫喊声传入她耳中。抬

头一看，一个满头白发的阿婆正在手忙

脚乱地翻找着什么。趁着其他患者填

写知情同意书的空暇，陈晓燕赶紧上前

询问。原来，阿婆把自己的核磁检查预

约单弄丢了。“阿婆，不用急，只要电脑

里有你的信息，我马上就能为你办理手

续，安排机房检查。”说着，陈晓燕已开

始麻利地在电脑里为阿婆查找信息。

但是，翻过来调过去，都没查到阿婆的

核磁预约单。

经过一番仔细询问，事情终于搞明

白了。原来是阿婆把预约时间搞错了，

正当其不知如何是好时，陈晓燕已帮她

约好了新的核磁检查时间，并把医生当

时开具的检查注意事项都打印出来交给

阿婆。“阿婆，我刚咨询过，正好有病人因

身体不适不能做检查，现在7号机房留出

一个空挡，我帮您把信息改好，今天就能

检查了。”

以上一幕，就是发生在东方医院医

学影像科信息登记这个岗位上的一件

“平常事”，是影像登记工作中最普通也

最常见的场景。

目前，沪上三甲医院的影像预约周

期相对较长，很多患者，特别是老年人，

经常会把预约的检查时间搞错。东方医

院影像科从登记环节入手，将每天出现

的各类预约差错在第一时间汇总上报。

登记处及时与各科门诊沟通后，医生会

根据这些信息将需要做影像检查的患者

第一时间排进去，这样既能解决部分患

者的影像检查需求，又不浪费因预约时

间差错空出的检查名额。

“影像科作为最能体现服务水平和

质量的部门之一，如何将它做好，细节中

见真知。我们力求将‘在遵循医疗原则

基础上，最大地方便患者’这一理念深入

到每个科室人员的头脑中。”影像科主任

于红如是说。

（樊丽达）

■见习记者 严静雯 记者 张琪

2018 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章）、

工人先锋号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浦东

新区公利医院骨科主任杨铁毅荣获市

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东方医院中国国

际应急医疗队（上海）荣获“上海市工人

先锋号”称号。

杨铁毅自 1997 年起进入公利医院

骨科工作，他带队研发了一整套锁骨微

创手术方法，仅需两个约一厘米的切

口，就可以在患者体内放入十几厘米长

的钢板。该方法不仅保护了患者的骨

膜和血供，能够使患者最快康复，而且

术后疤痕相对较小，患者更容易接受。

据了解，杨铁毅带领骨科团队先后

设计改良了多种传统手术，目前在跟腱

断裂、四肢骨折、脊柱退变等多种骨科

疾病的治疗方面，均开展了“精准”且

“微创”的手术方式，真正满足患者早期

康复的需求，为患者生活和工作带来便

捷。

由上海市东方医院承建的中国国

际应急医疗队（上海）是全球首批通过

世界卫生组织认证评估的国际应急医

疗队。这支队伍由东方医院专业医疗

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组成，能够保证

365 天 24 小时随时响应；在发生自然灾

害或其他突发灾难事件时，可提供应急

医疗响应和专业医疗救援。

据了解，国际应急医疗队曾参与汶

川与玉树地震等重大突发灾害及事件

的救援，更连续多年为上海国际马拉松

赛保驾护航。

浦东医疗援藏队
成功救治高原溺水者

新区卫计委系统
再添两项市级荣誉

医者

用好时间差 方便受检人

■通讯员 许君 见习记者 严静雯

记者 张琪

5月 7日，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医疗援

藏队在江孜县人民医院上岗的第一天，

就成功救治了一名高原溺水者。

当天下午3点左右，本应在宿舍休整

的秦龙医生来到急诊科，抢救室正在抢

救一名溺水者。

据家人描述，溺水者因被拖拉机绊

倒而掉入了农田灌溉水坑，30 分钟后才

被救起，当时已经神志不清，面色青紫。

高原溺水不同于平原症状，送到医院急

诊时，患者氧饱和度仅有 60%，肺水肿非

常厉害，同时伴有急性左心衰，经急救处

理后两肺仍有广泛湿啰音并伴有大量泡

沫血痰，患者生命危在旦夕。江孜县人

民医院急诊科医生评估后认为有救治难

度，准备送上级医院，但又担心途中患者

会有死亡的危险。

秦龙立即加入到抢救队伍中，他凭

着多年的急诊救治经验，考虑必须及时

给予以呼吸支持治疗。医院有一台无创

呼吸机，但只使用过一次。秦龙迅速行

动，调整好无创呼吸机的参数，立即给患

者戴上呼吸面罩。奇迹出现了，30 分钟

不到，患者氧饱和度逐渐上升至 95%以

上，虽仍咳出泡沫血痰，但较前有所减

少。不多久，患者两肺湿啰音明显减少，

也能和医生进行简单交流了。

此时已到了傍晚6点半，考虑到患者

为水坑溺水，会导致严重的吸入性肺炎，以

及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可能，秦龙联系了同

样第一天到岗的浦东新区人民医院肾脏内

科医生鲍恩昊到急诊室一同参与抢救。

这时候，秦龙的心率已经达到了 140
次/分。一到宿舍，他便边吸氧边跟医疗

援藏队队长侯坤及队员鲍恩昊、朱震宏、

焦鲲一起进行了病例讨论，重点对患者

因为缺氧时间长导致心肺功能和严重肺

部感染等并发症的可能进行了商讨。

当天晚上9点多，虽然缺氧还是较严

重，放心不下这名特殊患者的秦龙还是

再次去了医院，重新调整了医嘱和用药，

然后才离开。患者第二天已经能少量进

食，目前已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根据江孜县人民医院的功能定位和

当地卫生发展水平及医疗服务需求，新

区人民医院已组织了 3批援藏医疗队员

进驻，涵盖肾脏内科、内分泌科、普外科、

泌尿外科、骨科、护理等学科，成员多为

专家和业务骨干。

两年多来，援藏医疗队开设了高原

地区氧疗中心、微生物实验室，因地制宜

填补了当地空白。一批又一批医疗援藏

队队员克服了高原缺氧等重重困难，积

极履行援藏使命，提升了当地医疗水平

和医疗服务能力。

■见习记者 严静雯 记者 张琪

有这么一位护士，28年来，跟随着浦

东开发开放的脚步，一直坚守在护理岗

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光与热。

她就是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

任江萍。近日，她荣获第四届“左英护理

奖”提名奖。

作为上海市创伤急救中心（东部），浦

东新区人民医院担负着上海东南部的创

伤急救任务，它也是距离浦东国际机场和

迪士尼最近的一家二级综合性医院。江

萍依靠娴熟的技能，并充分发挥组织、指

挥能力，带领着护理团队打赢了一场场没

有硝烟的抢救“战役”。

除了精湛的护理技术，心理治疗也是

护理工作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在突发

的交通事故、意外事件中，受伤患者因伤

情比较重，身边又没有家属或陪护，经常

在入院后出现烦躁、紧张、焦虑、恐惧等情

绪，影响治疗和护理。江萍身为一名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在急救现场，常常能看

到她紧握患者的双手，耐心安抚极度紧张

焦虑的患者，给予患者陪伴和安慰。为了

避免这些患者因各种严重创伤事件而引

发不良后果，她会持续跟踪患者，直至其

康复出院。

现如今，护士与医生，已是医院发展

中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两翼，也是广大

患者不可或缺的依靠。作为上海市护理

质控专家库成员，江萍积极推动管理工具

运用，以此提高医院的护理质量。

2013年，江萍在全院开展品管圈（品质

管理小组）活动，有效帮助临床一线医务人

员通过运用科学手法掌握发现问题、分析

原因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提高科室凝聚

力。江萍在品管圈的优秀经验还传播到了

雪域高原，填补了西藏品管圈活动的空白。

在日常护理工作中，江萍坚持服务创

新，努力提高慢病管理质量，真正惠及百

姓。江萍发现许多神志清醒的危重患者

使用呼吸机后在语言沟通上存在障碍，为

此她与 ICU护士长一起制作了10个通俗

易懂、图文并茂的监护室手语，这样既可

以让患者表达自己的需求，又能让护士及

时了解和满足患者的需求。在她的努力

下，“唤醒希望——神经内科护理组”获评

浦东新区优质护理服务“先进病房”及浦

东新区护理品牌，“风信子脑卒中俱乐部”

入选上海市卫生系统第二批医疗服务品

牌。

在服务好患者之外，如何给护理人员

营造良好的环境、留住人才，成为了江萍

迫切关心的问题。

2010年，江萍牵头组织成立了“滴水

潭”诗友会，大家以生活为源头，自创诗

词，丰富业余生活，弘扬主旋律。目前诗

友会已拥有会员 72名，收集诗作 5000多

首，出版诗集 7本。“滴水潭”诗友会不仅

让职工提升了自身素质，也提高了团队凝

聚力。

为了给护理工作者提供一个良好的

工作环境，培养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江

萍成立了“天使心理驿站”，为医护人员提

供各种心理减压的服务。这里定期组织

心理学知识培训、团队拓展等活动，让护

理人员掌握自我调试的方法，提高自我管

理水平和人际关系协调能力，从而保持身

心健康。

为护理事业发挥光与热
——记“左英护理奖”提名奖获得者江萍

▲新区卫计委在证大家园开展“饮用

水卫生安全知识进社区”宣传活动。

◀业主代表与卫监专业人员一起监

督物业公司清洗水箱。

□通讯员 吴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