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训严苛
迟到一次立即取消培训资格

之所以把参加培训的这些儿科专家称之
为“特种兵”，足以说明了 PALS 培训班的专
业，以及成绩考核的严格。

说到专业，儿科高级生命支持培训课程
1988年由美国心脏协会(AHA)和美国儿科学
会(AAP)共同发起、并组织实施，旨在提高临
床一线医护人员准确评估病情，及时、准确处
理病人的能力，强化训练心肺复苏实用技能
和临床急救思维方式，从而提高危重症患儿
的抢救水平和生存质量。

正因为其专业，因此培训制度也相当严
苛。郑州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成怡冰是河
南 PALS 班创建人之一，据她介绍，培训班每
期仅招收 50名学员，迟到一次便会取消培训
资格。

“PALS培训班是一个培养儿科医师急救
意识和急救技能，与国际接轨的学习班，目前
已经成为各国儿科医生和护理人员的职业准
入必备培训项目。与其他培训班不同的是，
这里采用一对一训练方式，通过医学模拟教
具培训，考核学员实际操作能力，学员只有在
最后考核、比试中全部过关，才能拿到培训合
格证书。”

据了解，自 2006 年 8 月起由郑州市儿童
医院承办儿科高级生命支持培训班，是当时
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七家定点培训单位，
中西部唯一的PALS课程培训基地。

名师授课
汇集儿科急重症医学“大腕”

自加入北京儿童医院医疗集团后，2014
年，郑州市儿童医院又成功组建中原儿童集
团，旗下 4所郑州市儿童医院分院；又建立了
郑州市儿童医院医疗联合体，涵盖省内各地
市 68家医疗单位，逐步实现全省儿科资源实
质融合，形成“一紧二松三层级”的关系模
式。在两个集团一个医联体内，人才培养、学
术交流、新技术推广、科研合作、巡回义诊等
活动频繁。

参加 2015年两期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来
自北京儿童医院集团、中原儿童医院集团、郑
州市儿童医疗联合体成员单位的 100名儿科
领域的院长、副院长、儿科主任、医师，其中，
有来自河北、山西、安徽、大连、西安、江苏、南
京、青海、内蒙古的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成员单

位的各位领导和专家 22人，还有来自郑州市
儿童医院医联体成员单位的各位专家同仁67
人，可以说是集团大家庭的团聚。

2015年的PALS培训班，依旧汇集了国内
儿科急重症医学科的“大腕”，除了钱素云教
授、陈晖教授，北京儿童医院集团中另两位学

科带头人——郑州市儿童医院大内科主任熊
虹、急诊科主任成怡冰均，PICU、NICU、感染
性疾病科等学科主任金志鹏、康文清、宋春
兰、王芳、王琪等人也进行授课。

意义重大
全面提升省内外儿科重症急救水平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急需大
量高素质急救医护人才，尤其是加强早期危
重病例的识别与抢救、培养专业儿科急救人
员和熟练掌握生命支持、呼吸支持技术十分
必要。而正因为 PALS 培训课程在郑州市儿
童医院实施，在我省过去手足口病、甲流防控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工作中，郑州市
儿童医院多位专家作为省、市医疗救治专家
组成员，到全省各地指导各医院医疗救治工
作，尤其在重症病例救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对于PALS培训班的开办，郑州市儿童医
院院长周崇臣十分重视，他表示，郑州市儿童
医院作为全国儿科急救网络单位，有义务和
责任去推广儿科高级生命支持培训，让我省
基层的儿科急救医护人员及北京儿童医院集
团内的各家医院掌握新的危重医学概念、新
的心肺复苏方法及复苏技能，降低危重患儿
的病死率。

截至目前，河南PALS培训班开班 9年来
成功举办 18期，已为全省各地培训急救专业
人才近 1100 人，实现了全省各地、包括省会
大医院的全面覆盖，使得我省的重症患儿救
治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地位。

除了开办培训班，郑州市儿童医院在儿
科急诊急救方面还做了许多工作，比如成立
PICU网络、组建儿童特勤转运中队等，目前，
医院的 PICU 网络不仅覆盖了 18 个省辖市，
最远还辐射到了湖北、山东、山西等周边省
份，而危重儿童特勤转运中队每年转运重、危
患儿量已近3500人。

郑州市儿童医院国际儿科高级生命支持培训班圆满落幕

只为培养更多儿科急救“特种兵” □记者 张可/文图

3 月 23 日，
为期6天的第17、18期国际儿科

高级生命支持培训班（PALS Course）在
郑州市儿童医院东区医院圆满落幕，又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儿科专家在严格的培训中

过关，成为合格的儿科急诊急救
“特种兵”。

专家进行授课

学员在专家的指导下动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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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勇）“真没想到，还能
找到，实在是太感谢了。”3月24日上午，在
郑州公交三公司 906 路调度室，郑州的齐
会文女士接过失而复得的钱包，不停地表
示感谢。

3 月 23 日下午 5 时许，郑州公交三公
司906路车长郑景军驾驶车辆行驶到国基
路公交终点站，所有乘客都准备下，郑车长
就下意识扭头向车厢里看了一眼，发现有
名 30 多岁的女乘客从最后一排跑到前排
右侧的老年专座上拿了个钱包。郑车长马
上意识到这个钱包不是这名乘客的，于是
就问了一下：“这钱包是不是你的？”女乘客

正准备下车，一看郑车长问自己赶忙说道：
“我看到有位女乘客把钱包遗失到车上，正
准备交给你帮着找一下失主。”说完后把钱
包交给郑车长便转身下车。郑车长打开钱
包发现里面除了身份证和几张银行卡外，
还有 4000 多元现金，但没有联系方式，于
是郑车长赶忙将钱包交给了车队，帮助寻
找失主。

3月24日早上7时许，齐女士来到郑州
公交三公司906路调度室领取她丢失的钱
包。原来，3月23日下午，齐女士逛街买了
很多衣服，在人民公园东门上了一辆906路
公交车，车辆行驶到丰庆路庙李站时，齐女

士慌忙下了车，将随身携带的钱包遗失到了
车上，等到家后才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
了，于是齐女士赶忙报了警。齐女
士又辗转和公交公司联系，最终找
到了丢失的钱包。当齐女士见到自
己失而复得的钱包时，一再表
示感谢，齐女士说：“这4000多
元相当于我一个半月的
工资，如果找不到，我这
个月的生活费都没
有了。真是太感谢
郑车长了。”（线
索提供 杨超群）

“这钱包是你的吗？”
车长机警一问 钱包物归原主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
讯员 刘潮杰 王克 海燕）擅自处置
公司房产、私自收取公司房租、贪
污电影费用于个人挥霍，昨日，经
淅川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淅川县法
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
罚，判处淅川电影公司原经理凌某
有期徒刑 15 年，并追缴贪污挪用公
款 40 余万元。

凌某任淅川县电影公司经理期
间，因疏于管理，账目混乱，引起职
工上访。2014 年 8 月，淅川县检察
院根据群众举报对其立案侦查，经
侦查查明：2010 年 8 月，凌某擅自决
定以公司名义将某镇电影公司房
产以 13 万元卖给个人，其中 8.3 万
元未交财务，用于个人挥霍；2011
年至 2012 年 5 月，他私自收取 15 家
公司租房户租金 19.7 万余元未交财
务，挪作个人生活开支；他还以跑
项目、外出考察等名义从公司财务
挪用现金 4 万元，其中 2.4 万元用于
个人使用，先后共计挪用公款 30.4
万余元。同时查明，凌某利用职务
之便将 5 个乡镇的爱国主义教育电
影费 10 万余元据为己有，构成贪污
犯罪。

2014 年 11 月 25 日，凌某涉嫌挪
用公款和贪污犯罪被批准逮捕。3
月 23 日，淅川县法院以犯挪用公款
罪判处凌某有期徒刑 10 年，以贪污
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5 年。

擅卖房产私收房租贪污影费

电影公司原经理
被判15年

▼3月24日上午，
禹州市公安局禁毒大
队民警燕军政带着禁
毒宣传展板和资料到
钧台办事处花园小学
开展禁毒宣传，提醒广
大学生要关爱生命、远
离毒品。记者 胡斌 实
习生 李冉 通讯员 张
汇涛摄影报道

▼中牟县公安局官渡派出所在打击“盗、抢、骗”专项
活动中，结合“一村一警”进行走访，深入田间地头，对老年
人宣传安全防范知识。3月24日，派出所民警在官渡镇十
里铺村走访时帮助老年人干农活。

记者张书锋王晓磊 通讯员王发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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