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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小谢被转入鄞州二院
EICU（急诊重症监护室）进一步
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呼吸循环
支持和精心诊疗，小谢逐渐转危
为安，一周后顺利转入普通病
房。目前小谢生命体征稳定，除
了血糖还有点高，其他指标都已
经恢复到正常范围。

据医生推测，小谢之所以突然
心跳呼吸骤停，很可能与他发病前
一天喝了酒且肺部存在感染等情

况有关。糖尿病患者急性感染或
者慢性感染急性发作、短时间内暴
饮暴食或酗酒等，都会导致血糖骤
然升高，出现酮症酸中毒，严重的
就会突发心跳呼吸骤停。

“这次能够死里逃生，真是多
亏了急救站和鄞州二院的医生护
士！”小谢感激地说。

据了解，郑照杰医生是鄞州
二院2020年新入职的一名口腔
科医生，目前仍在规培轮转阶段，

这个月月初刚到鄞州区急救站轮
训值班。

“没想到我一个口腔科医生
能经历这些，胳膊酸了好几天。”
事后，郑照杰多次去EICU打听小
谢的情况，得知小谢已经从重症
监护室转至普通病房，他深感欣
慰：“能成功把患者从死神手里拉
回来，这就是对我们医务人员最
大的嘉奖。”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王明敏 阮晓薇 谢美君

糖尿病患者酗酒导致酮症酸中毒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陈延山
刘嫘） 1月22日上午，市民竺先生来到第
906医院骨科门诊，找到正在坐诊的骨科主
任医师李重茂，感谢他及时出手救了他的父
亲。至此，李医生去年12月30日在街头救
人的事迹才被人知道。

去年12月30日下午6点多，下班回家
的李重茂到家附近的张斌桥菜市场买菜。
忽然听到有人喊“有人晕过去了！”李医生迅
速跑了过去，看到一个60多岁的老人躺在
地上。他根据病人不停抽搐、双拳紧握的症
状，立即进行掐人中、打开嘴巴保持呼吸畅
通、不停帮助病人活动肢体等措施进行急
救，同时让身边的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李
医生对患者进行了十几分钟的处理，在众人
的一起努力下，患者慢慢苏醒过来，当120急
救车来到之后，李医生就悄悄离开了。之后，
这名患者被送到医院进一步救治，因为急救
及时，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仍在住院治疗中。

之后，在奉化工作的老人的儿子竺先生
得知父亲是被别人救的，专程来到菜市场，
找到当时目击整个经过的人了解情况。经
过多方打听，老人的儿子才知道是第906医
院的李医生出手相救，于是专程送来锦旗，
当面致谢。竺先生说：“他让我父亲脱离生
命危险，减少病痛折磨，让我们家庭能够继
续幸福生活，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李医生说：“这是我们军人应该做的，特
别是一个医生，碰到这种事情，谁都应该出
来帮助一把，防止病人病情进一步恶化。”

据了解，李重茂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
从医40余年。先后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
军队医疗成果奖、军队创新奖、国家实用型
专利、三等功等奖项。

患糖尿病小伙心跳骤停两次
医生接力心肺复苏奇迹生还

“贵院轮转医师郑照杰同志在滨海工业区执行急救任务

时，对一名心跳呼吸骤停患者两次院前心肺复苏成功……我们

在全站进行通报表扬，并建议贵院对郑照杰同志予以表扬和奖

励。”近日，鄞州二院收到了一封特殊的表扬函，发函单位为鄞

州区急救站。

函中提到的这位心跳呼吸骤停患者，是鄞州区咸祥镇28

岁的小伙小谢。至今仍躺在病床上的小谢，回想起不久前发生

的那一幕，仍然心有余悸。

救护车上心肺复苏现场救护车上心肺复苏现场。。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1月11日上午10时，躺在工
厂宿舍的小谢被发现不省人事，
情急之下，同宿舍工友拨打了
120电话求救。鄞州区急救站咸
祥点急救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当
时小谢已经意识模糊、双侧瞳孔
放大。

正在咸祥急救点进行院前急
救医师轮转的鄞州二院医生郑照
杰见状，立即予以吸氧、心电监
护，没想到刚贴上心电极片，小谢

就出现了心跳呼吸骤停，血氧饱
和度直线下降为零！

没有一丝迟疑，郑照杰紧急对
小谢实施心肺复苏，2组心肺循环
后，监护仪传来病人心跳的嘀嗒
声。但郑医生丝毫不敢懈怠，因为
病人呼吸仍不稳定，依旧处于危险
中，需要进行进一步治疗。时间就
是生命！驾驶员朱红贵以最快的
速度把车子开到鄞州二院医共体
咸祥分院。

经过初步检查，小谢血压值
很 低 ，但 血 糖 值 却 极 高 ，达
32.6mmol/L！医生追问家人后
才得知，原来小谢身患糖尿病已7
年，平时靠口服药物及皮下注射
胰岛素控制血糖。

“很可能是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赶紧转总院！”在分院医护采
取胰岛素针降糖、静脉补液等抢
救措施后，120救护车一路呼啸驶
向鄞州二院医共体总院。

躺在宿舍的小伙心跳骤停

没想到救护车刚开上高速，
小谢再次出现呼吸心跳骤停！此
时小谢的情况已经十分凶险——
陷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同时双侧
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血压、
心率通通测不出来了。郑照杰迅
速对小谢开展抢救，给予持续的
胸外按压、呼吸球囊辅助通气、补
液扩容、肾上腺素间断推注……

与此同时，驾驶员朱红贵师
傅迅速通知鄞州二院急救医学中
心做好抢救准备。担架员施政扎
稳脚步，紧紧抱住郑医生的腰，这
才让郑医生能够在飞驰的救护车
上维持抢救。

近半个小时的车程，郑照杰一
直保持对患者的胸外按压和紧急
抢救，其间患者心跳骤停和心脏复

跳交替出现，稳定的心率很难维
持，情况不容乐观。但大家都没放
弃，继续与死神赛跑，分秒必争。

1月 11日 11：46，救护车终
于抵达鄞州二院急救医学中心，
接棒抢救的鄞州二院急诊医护继
续对小谢实施心肺复苏和其他抢
救措施，几分钟后，终于将小谢从
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高速上小伙心跳再次骤停

老人菜场晕倒
军医出手相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