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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动 悦 健 康

上个月的一天，67岁的市民朱先
生（化姓）出现胸口持续性绞痛，后来
情况缓解，也就没有予以重视。没想
到，第二天又再发胸痛且更加厉害，于
是赶紧来到市一院就诊，结果在分诊
台就晕倒在地。此时正是疫情期间，
现场医护人员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立即将张先生送入抢救
室，经过心电图等检查，朱先生被判断
为急性心肌梗死。胸痛中心迅速启动
导管室，冠脉造影、导丝通过、植入支
架……手术顺利完成，朱先生成功脱
离危险，而此时距离他进入医院还不
到两小时。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日常诊疗工
作面临着考验。市一院胸痛中心根据
医院部署，在严格筑牢疫情防线的同
时，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有序的医疗
服务，充分体现疫情防控中的一院温
度——

派出胸痛中心骨干、副主任医师
张胜前往黄码医院——武进国家高新
区人民医院开展支援，派出副主任医
师石桂良参加疫情期间 120患者转
运，以及科内多名护士支援核酸采样
工作；其余大部分医护人员积极响应
医院号召，索性吃住在医院，随时做好
救治准备；每周安排2名介入医生24
小时待命，专门负责急诊介入手术的
开展。据统计，3月13日—4月3日，

中心共收治51例急性心梗患者，完成
22台急诊冠脉介入手术，其中就包括
朱先生的手术。

事实上，在胸痛中心的日常工作
中，这样的温度比比皆是。

为了更好地提升市民健康素
养，帮助他们了解心梗等疾病知识，
胸痛中心定期组织专家深入基层和
社区开展义诊和宣教活动，尤其是
围绕“11.20心梗救治日”“世界心脏
日”开展主题活动，每年开展活动近
30场次。

对于心脏介入手术的患者，在出
院一个星期、一个月、三个月、半年等
时间节点，定期进行电话回访及门诊
随访，通过检测血液指标，评估血脂、
血糖等致动脉硬化危险因素的控制情
况并监测服用药物的不良反应，通过
核素心肌显像评估介入术后心肌缺血
是否得到改善，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一些心梗、冠心病患者在术后容
易产生焦虑，一旦再次遇到胸痛就会
出现担心、害怕等情绪。对这样的患
者，在手术、药物治疗之外，胸痛中心
医护人员还积极开展心理干预与疏
导。“我们越来越重视心理与心脏的密
切关系，‘双心’治疗也越来越普遍。”
市一院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心血管内
科副主任杨晓宇介绍，最终的目的都
是为了更好地守护患者健康。

市一院胸痛中心聚焦一体化胸痛救治平台建设——

搭建生命“快车道”，打通“救心高速路”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 讯 员 刘华联 吴洁

2018 年 8 月，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认
证，成为国家级胸痛中心；2018 年 11 月，
被认证为省区域级胸痛救治中心（苏南片
区），随即成为省级胸痛中心；2019 年 7
月，被省胸痛联盟确认为常州市胸痛中心
联盟理事长单位……

短短几年间，市一院胸痛中心一次次
地刷新着成就，为常州市民搭建一条生命

“快车道”，打通一条“救心高速路”。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

要全面建立成熟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
要引导三级公立医院逐步减少普通门
诊，重点发展危急重症、疑难病症诊疗。
作为常州地区的三级甲等医院，2021年，
市一院牵头启动“胸痛中心全市模式”，
充分发挥区域引领作用，打造“全域覆
盖、全员参与、全程管理”的区域协同救
治体系，形成一体化的胸痛救治平台，最
大限度提高急性胸痛诊疗速度及急性心
肌梗死的救治成功率，为全市胸痛患者
的诊疗提供强力保障。

近年来，心血管疾病日益高发，占
我国疾病死亡率第1位，全国心血管疾
病患者已高达3.3亿。其中，急性心肌
梗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正迅速上升，
成为心血管疾病患者最致命的威胁之
一。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发生急性心
肌梗死的患者大约100万人。

胸痛中心是为急性心肌梗死、主
动脉夹层、肺动脉栓塞等以急性胸痛
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危重症患者提供
的快速诊疗通道。2016年年底，常州
一院提出创建胸痛中心，通过心血管
内科、急诊科、心胸外科、血管外科、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学影像科、医学
检验科等多学科协作的方式，高质量
起步，高效率整合，高水平运行，借助

信息化手段，建立院前急救和院内诊
疗高效整合，打通生命快速通道。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急性心梗救治的原则是分秒必争，心梗
从发病至开通梗死血管的时间若能控
制在120分钟内，可以有效降低病死率
和致残率。”市一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杨
玲介绍，市一院胸痛中心团队勇于创
新、敢于作为，建立完善的急诊绿色通
道，成立24小时急诊冠脉介入团队，用
行动交出一份份完美答卷——10分钟
内完成心电图检查，20分钟内出具肌
钙蛋白检测报告，平均D-to-B时间
（门球时间）小于90分钟，并不断刷新
最短用时（目前为24分钟）……

同时，建立规范化的评价体系，利

去年 12 月，家住邹区的顾先生
（化姓）突感胸口疼痛无比，便赶紧来
到邹区镇卫生院就诊，心电图检查后
诊断为急性前壁心梗。很快，该院启
动与市一院构建的急性胸痛紧急救
治机制，顾先生被第一时间转往市一
院胸痛中心。在顾先生被送上 120
急救车的同时，市一院胸痛中心就已
经接收到邹区镇卫生院发来的病情
详细信息，做好了绕行急诊直入心导

管室的准备。顾先生被送达后，胸痛
介入团队立即争分夺秒开展手术，顺
利打开闭塞血管，帮助患者脱离生命
危险。

这样的接力合作，在市一院胸
痛中心已经出现很多次，这也是常
州地区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成果的一
个缩影。

历经多年发展，市一院胸痛中心
在急性心梗患者的救治上已经探索出

成熟的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在更大范围
内帮助更多胸痛患者，推动区域协同
救治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为此，市一院胸痛中心在整合
院内多学科力量的同时，还积极与
20 余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20 急
救中心建立院前协同救治体系，通
过信息化手段，实现早期快速准确
诊断、危险评估分层、正确分流、科
学救治和改善预后，最大限度提高
急性胸痛诊疗速度及急性心肌梗死
的救治成功率。

在此基础上，还率先在常州地区
推动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协助五星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邹区镇卫生院
两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率先开展胸痛
救治单元建设，一方面定期派专家前

往坐诊，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三甲
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另一方面通过
规范流程标准化建设，打造胸痛绿色
通道，提升医护人员对高危胸痛的识
别、诊断和处置能力。

“在顾先生的案例中，我们的急诊
医生在10分钟内完成心电图检查，及
时通过微信群与市一院专家联系，更
有效地进行早期识别，并在30分钟之
内及时进行转运。”邹区镇卫生院内科
主任史云娟介绍。

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
部主任谭黎明也表示，通过胸痛救治
单元建设，将救治体系延伸到基层，提
升基层医疗机构急性胸痛救治效率，
这是落实分级诊疗的一个具体体现，

“我们也能够更好地完成居民健康守
门人的责任和使命”。

用核素心肌显像、FFR冠状动脉血管
功能检查及OCT腔内影像学等技术
手段，对患者进行精确评估、对冠脉病
变实施精准治疗，收治胸痛患者及急
诊介入手术量处于省内第一梯队，成

为本市及周边地区胸痛急救诊疗的主
力军。据统计，2021年，胸痛中心收治
急性心梗961例，急诊冠脉手术403
例，其中急诊冠脉支架植入及球囊扩
张362例。

强技术 高危胸痛救治及介入手术数量全市领先

筑网络 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初显成效

见温度“双心”治疗日益受到重视

本报讯（汤怡晨 七轩）“这是叔叔
阿姨们给你准备的出院礼物，喜欢吗？”

“喜欢！”上周，在我市定点“黄码”医院
市七院的病房里，医护人员把自己亲手
画的一幅《汪汪队》漫画送给了因患视
网膜母细胞瘤而在院内化疗的天天小
朋友，希望她能早日康复，健康成长。

天天（化名）小朋友是个开朗活泼
的2岁小女孩，半年多前的一天，父母
在和她玩耍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她的眼
睛里红红的，还不自主地经常眨眼。
细心的父母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本
以为是一个小毛病，结果却令人大吃
一惊，天天得的是视网膜母细胞瘤，这
是一个儿童最常见的眼内肿瘤。

心急如焚的父母在专科医生的推
荐下前往外省治疗，经过诊断和手术，
天天需要进行5次化疗。前4次的化
疗都已顺利完成，但当到了第5次化疗
的时间，父母准备带孩子启程时，不料
其所在小区成为了管控区，无法前往
外省就医。到了时间点化疗不上怎么
办？父母将此事联系了社区网格员，
经过上报，市卫健委统一协调，他们得
知“黄码”医院市七院可以为患儿开展
第5次化疗。

在天天入院前，社区网格员就已
提前联系了市七院医护人员，告知了
小朋友的基本情况，她也是常州七院
成为“黄码”医院以来收治的最小的一

位化疗患者。收治这么一位特殊的患
儿，接诊的病区医护人员特别进行了
准备，根据患儿的化疗要求，患儿PICC
维护的注意事项，视网膜母细胞瘤的
化疗注意点等内容，医护团队专门组
织进行了讨论并制定诊疗方案，提前
和家属取得了联系，做好衔接。其中，
天天使用的某化疗药物不在医院常规
用药目录中，为此，医院紧急申请采
购，赶在治疗前将药物准备到位。

来到市七院，医院为天天开放了住
院绿色通道，安排专门的肿瘤科专科护
士进行护理。为了让天天尽快适应医
院环境，医护人员时常去关心她，陪她
一起做小游戏，看动画，听音乐。当她
听到《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歌时，还会跟
着旋律手舞足蹈的表演……治疗期间，
护士发现天天出现了便秘，在与其父亲
沟通中得知，每次使用该化疗药物后，
她都会出现便秘，这是化疗药物的副作
用。护士从饮食、运动等方面给予指
导，协助腹部按摩，增加巡视频次，送去
关心和问候，帮助祛除病痛。经过一周
时间的住院治疗，天天顺利完成了第5
次化疗，医护人员也和天天小朋友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

市七院作为“黄码”医院，将继续
守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人员、密
接次密接人员、封控管控区人员、健康
码异常人员（红黄码）的生命健康。

“黄码”医院：温情照护

本报讯（汤怡晨 妇幼宣）眼下春
光明媚，是外出踏青游玩的好时节。
但市民外出游玩时也要“悠着点”，近
日市妇保院就连续接诊了多位外阴血
肿及出血的患者。

市民小娟就是其中之一。前几日
趁春暖花开，她陪娃至小区楼下活动，
坐下时疏忽不偏不倚撞在了长凳扶手
上，瞬间疼得无法站立。本以为忍忍
就过去了，哪知随后，她的外阴部位肿
胀，呈暗红色，并且越来越肿大。坚持
了半天无法缓解，实在忍无可忍，才来
到了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急诊就诊。住

院后医生对较大的血肿进行了切开清
创缝合。

相隔几日，病区里又来了一位焦
急的妈妈，抱着7岁的女儿就诊。原
来是小朋友在骑滑板车的时候摔倒
劈叉，疼痛大哭发现外阴出血。在医
生的仔细清洗消毒和耐心抚慰下，恐
惧哭闹的小女孩慢慢配合起检查，最
终发现由于突然摔倒劈叉导致会阴
后联合出现了细小的裂伤，因初始未
予压迫止血，所以伤口出血。在明确
活动性出血点后，进行局部的压迫和
药物止血，慢慢就停止了出血，在观

察了一天后就告知小朋友出院休养
了。床位医生说：“如果裂伤较大并
且活动性出血难止的话，还得进行缝
合，这对幼小的女童来说难免造成痛
苦。”

除了跌落摔倒引发的外伤之外，
常见的外阴创伤还有骑跨伤，一般多
发生在自行车、汽车或事故中，此
外，性交不当也会引发创伤。很多女
性因为发生部位的私密性，初始都不
愿意来医院检查，觉得自己在家休息
一下忍一忍就可以了。对此，妇科医
生陶晖提醒：女性外阴部的血运非常

的丰富，而皮下组织疏松，当局部受
到硬物撞击时，皮下血管破裂而皮肤
无裂口时，极易形成外阴血肿。皮肤
有明显裂口时会有活动性的出血，出
血量大时可发生休克。血肿继续增
大时，除了可以摸到肿物外，还会感
到剧烈的疼痛和行动不便，甚至因巨
大血肿压迫尿道而导致尿潴留。如
果外阴被尖锐物体所伤，可引起外阴
深部穿透伤，严重者可穿入膀胱、直
肠或腹腔内。所以发生骑跨伤后不
要害羞，要及时就医。所幸这两例患
者都很快愈合出院了。

春光明媚，但外出游玩还是要悠着点

市妇保院接连接诊外阴血肿患者

本报讯（李青 杜蘅） 近期春
笋、荠菜、香椿等大量上市，市肿瘤
医院急诊内科、消化内科门诊等就
收治了多例因贪食春笋而导致胃部
不适、胃痛甚至消化道出血的患者。

4月8日上午，一名中年男子被
送进市肿瘤医院急诊抢救大厅，只
见他面色苍白，右侧衣袖上有一摊
血迹。原来，他早餐进食糯米团子、
少量春笋后，出现胃部疼痛，并呕吐
了一大口鲜红色的液体。

“我们一边给他测量血压，一边
给他建立静脉通道，同时询问他发
病情况。”市肿瘤医院急诊大厅护士
李映红说，“我们发现他的血压偏
低，得知他以前有乙肝病史，就怀疑
他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了，
这个位置一旦出血就很容易发生失
血性休克，我们就决定给他开通两
路静脉通道。”

“他在发病前几天，天天有吃

春笋，量不多。”参与抢救的市肿瘤
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储阳说，

“但是他原本就有食道胃底静脉曲
张病史，每次进食春笋等粗纤维食
物，对胃黏膜来说都是一个刺激，
反复刺激后原本脆弱的血管就容
易破裂出血。他在前几天出现过
黑便，当时没有在意，不知道是消
化道在出血。”

市肿瘤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
巢益群提醒市民，春季人体的新陈
代谢比较旺盛，消化道的上皮细胞
脱落也比以往多，以致消化道更加
脆弱。既往有消化道溃疡病史、胃
炎、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等病史的患
者，在日常饮食中，要以易消化的
食物为主，不宜进食刺激性、富含
粗纤维的食物如春笋、野菜等。如
果进食粗纤维食物后出现腹痛、呕
血、黑便等情况时，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

贪食春笋导致消化道出血
消化道出血是指从食管到肛门之

间的消化道发生出血，以十二指肠为
界分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引起消化
道出血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消化道
自身疾病如消化性溃疡、食道胃底静
脉曲张、胃部肿瘤等以及消化道机械
性损伤（消化道异物损伤、外伤等）、全
身性出血性疾病。

消化道出血症状轻重取决于出
血部位、速度和出血量，其中黑便是
一定会出现的，上消化道出血的特征
性表现是呕血，而急性下消化道出血
的特征性表现是鲜血便，严重患者出
血速度过快、过多会引发休克，如果
不及时救治，有可能导致死亡。

如何判断消化道出血量？
（1）每日消化道出血＞5ml，粪便

潜血试验即出现阳性；

（2）每日出血量超过50ml，可出现
黑便；

（3）胃内积血量＞250ml 可引起
呕血；

（4）一次出血量＜400ml 时，因轻
度血容量减少可由组织液及脾脏贮血
所补充，多不引起全身症状；

（5）出血量＞400ml，可出现头昏、
心悸、乏力等症状；

（6）短时间内出血量＞1000ml，可
出现休克表现。

再次提醒：既往有胃病史的市民，
排便后要养成看一眼的习惯，如果大
便颜色发黑，甚至像柏油样的，排除服
用中药、果胶铋等铋制剂或者枸橼酸
铁等铁制剂，或者进食动物肝脏、血制
品、苋菜、红心火龙果等食物后出现大
便颜色变深变黑，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读者提问：病毒疣有无痛的治疗方
法吗？

出场专家：市二院皮肤科副主任
高薇

专家解答：可以使用“局部温热免
疫诱导治疗”（简称“温热疗法”），借助
红外线温热治疗平台，利用特定波长的
红外光波及红外光产生的温度，对准人
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病灶，活化局部
淋巴细胞，诱导全身免疫，让自身的免
疫功能发生“精准对抗”，从而达到清除
HPV及疣体的目的。“温热疗法”治疗

一处或部分皮损，使机体建立针对病原
体的免疫识别，达到一处靶点治疗，多
处病损痊愈。

温热免疫治疗方式突破了传统治
疗中的弊病，选用适宜波长，适宜温度，
利用免疫学诱导时长和频次的红外光
热来影响机体免疫细胞游走活化，致使
病毒感染细胞凋亡，使机体建立针对病
原体的免疫识别，从根本上解决疣体的
病因；而且温热免疫疗法在治疗期间无
创、无痛、易耐受的优势也比传统治疗
中出现的痛感好的多。

适应症：治疗人乳头瘤病毒（HPV）
感染性皮肤病，包括寻常疣、跖疣、扁平
疣、尖锐湿疣等。温热技术可用于治疗

不能耐受冷冻、激光等物理创伤性治疗
的HPV感染性皮肤病。

治疗优点：1、非接触治疗、无痛、
无创、易耐受；2、适合儿童、妊娠期妇
女等特殊群体；3、治疗后不产生瘢痕；
4、温热可调动身体免疫系统：治疗一
处靶皮损，可获得全身皮损消退的临
床疗效；5、适应范围广，可针对现有技
术手段难以治疗的特殊患者，具有安
全显著的疗效。

治疗注意事项：可能会伴有轻微的
刺痛感、红斑现象、个别患者因个人皮
肤原因会有起水泡，以上现象都是正常
反应。严格按照医生要求按时接受治
疗，不要搔抓病灶。

病毒疣有无痛的治疗方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