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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创伤已成为全球第4位致
死因素，也是我国40岁以下人群的首
位死亡原因。多年以来，常州一院急
诊收治的创伤患者占比较高，以交通
车祸伤、高处坠落、机器绞伤为主，为
提升创伤患者的救治成功率，医院一
直致力于打造优质的创伤救治体系。

常州一院副院长刘志伟表示，传
统的创伤救治以轮转型模式为主，缺
乏对创伤评估和处理的标准操作，仅
起到分诊和简单紧急救治的作用，院
内进一步救治过程中需要多个科室参

与，偶尔会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
多年前，常州一院就意识到这个

问题，进行了院内资源整合，创伤中心
启用了多学科联合会诊，共同救治的
协作型模式，初步提高了救治效率。
2018年9月，常州一院与中国创伤救
治联盟签约，成为常州市首个中国创
伤救治联盟创伤救治中心建设单位；
同年12月，成为江苏省创伤救治联盟
会员单位；2019年12月，被确立为常
州市唯一一家省级创伤中心。

名誉在身，实力说话。2021年，

常州一院再次对创伤中心进行体系
优化，集院前急救、急诊抢救室、复合
手术室、创伤病房和 ICU为一体，减
少救治中间环节，大大提高了救治的
成功率。

“一体化不仅体现在救治过程，也
体现在救治团队中。”刘志伟介绍，目
前，创伤中心共有医生16名，副高以
上5人，护士12人，骨科为牵头，急诊
科为基地，加上普外科、麻醉科等科室
医护人员组成，并组建了危重症抢救、
手足微创显微和肢体重建修复三支专

业团队，大部分救治任务由团队独立
完成。

“新模式是以创伤中心医生为主
导，评估病情、选择团队、组织救治，负
责整个流程。如遇到高难度复杂病
情，再请神经外科、肝胆胰外科、心胸
外科等协同救治。”创伤中心副主任朱
力说，为了打造这个高效的创伤救治
体系，医院专门成立了创伤救治管理
委员会，业务副院长亲自挂帅，创伤中
心全体医护和相关科室的高级别医生
都为其成员。

一年前，常州一院打破“分诊分科”轮转型旧模式，运作“救治康”一站式新模式，首创一体
化、高效率、全流程的创伤救治服务——

创伤中心周年考，“硬核”团队实力交卷
□本报记者 赵霅煜 通讯员 刘华联

月均救治多发伤、复合伤患者近50
例，其中危重症患者占比30%以上；创伤
后救治时间缩短到1小时内，时间提速；
院内抢救成功率提高，肢体重建修复成
功率达80%……

自2021年7月，常州一院创伤中心
成立创伤病房，组建了三支专业性强、
业务全面、能干精悍的“硬核”救治团
队，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流程、规范制
度，一个更完善的创伤中心就此诞生。

中心一改过去“分诊分科”的轮转
型旧模式，打通各环节的信息沟通，最
终确立了以创伤中心医生为主导，专业
团队协同手术，抢救、治疗、康复一站式
解决的新模式。真正让患者得到一体
化、高效率、全流程的服务。

对于多发伤、复合伤患者而言，创
伤中心抢救的“快”并不是全部，后续
的治疗、康复的“慢”同样关键。

“很多车祸损伤、高处坠落的患
者，做完手术只是保住了生命，他以后
如何正常生活？这就需要到创伤病
房，进行后续的序贯治疗。”创伤中心
副主任医师朱鼎表示，对于一些严重
肢体损伤的患者，为避免截肢并恢复
其功能，他们需要精细的手足显微手
术和复杂的肢体重建修复。

朱鼎回忆，几年前，一位男性患者
被汽车压断了腿，多家医院诊断只能

截肢挽救生命。送到一院创伤中心
后，团队历时两年半，进行了十二次手
术，最终，患者腿部恢复知觉并能行
走。“我们先把压断的小腿缩短18厘
米，清创后治疗血管、神经和肌肉，然
后多次手术把缩短的小腿恢复到以前
的长度。”

类似的案例，让年轻医生都对高
难度的肢体重建修复更有信心。去年
团队正式成立，经过多个“战役”锻炼，
队伍战斗力更强，已挽救濒临截肢患
者30余位。

同样独当一面的还有手足微创

显微团队。副主任医师商晓军介绍，
常州三级以上公立医院都没有专门
的手足显微外科，很多被机器绞伤的
患者只能赶去外地专科医院救治，路
途奔波严重影响治疗效果。去年，创
伤中心成立了专业团队后，已诊治手
足外伤3000余例，其中断指再植手
术56例。

“断指患者几乎都是指骨完全离
断，皮肤、血管、神经严重损伤，手术要
求时间长、精度高，医生技术、耐力、专
注力，缺一不可。”商晓军说。

严重的创伤患者要想恢复到从

前，抢救、治疗后康复环节不可或缺。
创伤中心成立了创伤病房后，可完成
一站式服务。康复科、心理科、中医科
等介入其中，全流程帮助患者延续有
质量的生命体验。“很多遭遇严重创伤
的患者都有创伤应激障碍，治疗时的
心理干预必不可少，我们还借助了中
医疗法，帮助患者功能得以更好地康
复。”朱力说。

新模式运作后，创伤中心承担起
愈加繁重、艰巨的任务，创造出多个生
命奇迹。经过一年时间的考验，他们
用亮眼的成绩实力交卷。

去年10月傍晚下班时分，35岁顾
先生（化姓）在指导家人倒车时，被误
踩油门挤压在墙上，当场失去知觉，
120紧急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18：03，一院创伤中心接到外院通
知，患者3小时前遭遇车祸，目前失血
性休克、骨盆骨折、血腹，病情危重需
转院，中心立即启动多发伤绿色通道
流程；

18：25，患者送入抢救室，创伤中
心值班医生李想对其进行伤情评估，
多位医护人员有序抢救，完成CT检
查、配血、领血等工作，同时危重症抢

救团队开始手术准备；
18：55，半小时内患者被送至复合

手术室，血压已进行性下降，处于休克
状态。团队予以剖腹探查和骨盆外固
定，术中发现大肠血管断裂，腹腔大量
出血，予以血管结扎，回盲部肠部分切
除。介入科予以髂血管造影并封堵血
管。经过多学科积极抢救，患者转危
为安；

20：50，手术结束，患者生命体征
趋于稳定，送入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

两天后，患者转入创伤中心病房，
进行后续的治疗和康复。

从接到转院通知，到患者进入手
术室，实现了“黄金一小时”救治。朱
力说，在去年7月之前，这样的急救
处理通常需要2小时以上，现在有了

“院前—院内”“院内—团队”的实时
交互，可基本做到无缝对接，对于顾
先生这样的危重症患者，提速一倍的
救治效率，为后续的治疗赢得了宝贵
时间。

“患者由120转运过来前，基本的
情况就通过信息系统传到创伤中心，
并在抢救大厅的大屏上显示出来。”通
过预警，创伤中心能最快速度启动应

急响应，开启绿色通道，根据伤者情况
提前准备救治资源。专业团队快速集
结手术室，跟进治疗全过程。

“抢救过程，从患者被动等待医
生，变成医生主动等待患者。”朱力说，
去年7月创伤中心全新“改版”后，危
重症抢救团队已高效救治危重症外伤
患者300多例。

目前，以常州一院为区域创伤救
治中心，多家兄弟医院和医联体为创
伤救治点，建立了初步的“创伤救治网
络”。未来大家将加强协同合作，为全
面实现“黄金一小时”救治而努力。

一体化 整合团队，打造优质创伤救治体系

全流程 系列康复，延续有质量的生命体验

读者提问：都说顺产好，那究竟好
在哪？

出场专家：市妇保院产科主任王慧艳
专家解读：分娩是大部分女性必定

要经历的一次过程，而很多准妈妈们苦
恼于生产方式的选择。正常情况下，对
于没有特殊因素的女性，通常建议顺
产，毕竟这对胎儿还是最安全也是最健
康的一种生产方式。

首先，顺产的优势很多。一是产后
身体恢复更快，恢复只需要几天时间，
最多也就是一周，相当多身体素质好的
妈妈可能产后当天就能下地慢走了。

这一点剖宫产孕妈是很难做到的。
二是通过产道的挤压，宝宝肺部的

空气被排挤出来，进而减少了肺部疾
病、肺部感染等的发生。

三是对于宝宝的首次哺乳，顺产妈
妈更容易做到。而剖宫产的妈妈却会因
为身体原因或者奶水原因而不能第一时
间给宝宝喂奶，进而耽误了孩子喝头奶
的机会，同时也会影响孕妈的奶水分泌。

四是顺产大大减少了麻醉剂或者止痛
药对身体和神经带来的危害，同时也会减
少皮肤瘢痕的发生，以及合并症的风险。

其次，虽然选择性剖宫产可以免去
母亲遭受阵痛之苦，没有特殊情况一般
手术时间都不长，但剖宫产还是存在很
多风险的。首先是手术时的麻醉意外，

很多人会出现恶心呕吐、头晕等麻醉反
应，严重者会出现过敏反应、心脏骤停
等；第二，手术时可能发生大出血、损伤
腹内其它器官，术后也可能发生泌尿、心
血管、呼吸等系统的合并症；术后有可能
发生子宫切口愈合不良、晚期产后出血、
腹壁窦道形成、切口长期不愈合、肠粘连
或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因为剖宫产没有
产道的挤压，不利于呼吸系统的建立，新
生儿容易导致窒息、湿肺、羊水吸入、肺
不张和肺透明膜病等，新生儿的免疫能
力和抗感染能力会降低，从适应能力看，
剖腹产的孩子在婴儿期更容易出现情绪
化、爱哭、睡不好觉等情况；再次妊娠和
分娩时，有可能发生疤痕部位妊娠、前置
胎盘、子宫破裂等严重并发症。

都说顺产好，那究竟好在哪？

本报讯（陈荣春 钱群华）夏日来
临，孩子们纷纷脱下厚重的衣服，换上
轻薄的夏装，带来阵阵凉爽的同时，也
埋下一些安全隐患。8岁男孩小宇（化
名）只因为走路时摔倒，竟然导致膝关
节里面跑进了小石子。

6月初的一天，小宇在家门口巷子
里的石子路上不慎摔倒，磕到了膝
盖。原以为只是简单的表皮擦伤，消
消毒、冰敷一下就好了。但小宇却一
直喊膝关节很痛，小腿曲着不敢动，体
温还越来越高。妈妈心急如焚，带着
他赶到市儿童医院。当天值班的康复
骨科医生是副主任医师许丽玲，她检
查发现，孩子膝盖内侧有个细小的伤
口，虽然看着不怎么起眼，但是伤口周

围发红，膝关节活动受到限制，孩子的
腿没法伸直，CT检查提示小宇的膝关
节内及周围的软组织都有细小的高密
度阴影，初步判断是膝关节里面进了
异物。

根据孩子病情，市儿童医院康复骨
科主任郭海滨、副主任医师李怀亮等安
排小宇尽快进行手术。术中发现，孩子
的关节囊已经破损，并伴有浑浊性关节
液及脓性分泌物涌出。医生从小宇膝
关节周围的软组织中取出数枚大小不
一的碎石子，再经过反复冲洗后，仔细
为伤处进行缝合。随后几天，小宇在病
房卧床休息，并进行抗感染等治疗。

郭海滨介绍：“孩子摔伤后，有小
石子进了他的关节腔，导致化脓性关

节炎，关节腔穿刺能看到抽出的是浑
浊性液体，而且用了抗生素还是有发
热，腿上的皮肤温度也偏高，血常规显
示感染指标增高，所以我们又给他放
了冲洗管和引流管。”

经过治疗，小宇膝部疼痛已经明
显好转。“目前，冲洗管、引流管已经拔
除，膝关节活动明显好转，可以正常活
动了。”床位医生邹晶莹说，再经过一
段时间的观察和治疗，小宇就可以出
院了。

郭海滨提醒广大家长，暑期即将
到来，儿童意外伤害高发，放假期间家
长应看护好孩子，提高安全预防意
识。若受到意外伤害，要及时到医院
就医。

8岁男孩走路摔倒

小石子竟“跑”进膝关节

高效率 无缝对接，实现“黄金一小时”救治

本报讯（李青 杜蘅）今年首轮高
温天气，市肿瘤医院就收治了2名中暑
患者，两人均有在高温环境下劳作的
经历。市肿瘤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
师巢益群提醒市民，户外工作者要开
始避高温了！

6月15日晚间，市肿瘤医院急诊
内科先后来了两位在高温环境下工
作后出现头晕、恶心、全身乏力，甚至
抽搐症状的患者，其中一名男性患者
今年49岁，是一名建筑工人，在工地
上干活3小时后出现四肢抽搐，伴头
晕、恶心、呕吐症状；另一个则是 59
岁阿姨，在田地里劳作2小时后出现
中暑症状。

“两位患者因为中暑后，没有及时

正确处置，均出现了电解质紊乱及急
性肾功能衰竭，需要住院进一步治
疗。”市肿瘤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王菲
解释，中暑是在高温或高温高湿的环
境下长时间劳动或者运动，由于体温
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汗腺功能衰竭和
水电解质丢失过多而引起的以中枢神
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功能障碍为主要
表现的急性疾病。

王菲提醒市民，老年人、婴幼儿、
儿童、精神疾病患者及慢性病患者最
易中暑。其他如睡眠不足、过度劳累、
精神紧张也是中暑的常见诱因。另
外，在高温天气里进行重体力劳动或
剧烈的体育运动，即使是健康的年轻
人也可能发生高温中暑。

我市首轮高温天出现中暑者

术中取出的石子

1、多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
水。在高温天气里，人体水分丢失速
度加快，需要增加液体的摄入，如果
需要在高温的环境里进行体力劳动
或剧烈运动，建议至少每小时喝2～4
杯凉水（500～1000ml），饮水应少量
多次。需要注意的是，大量出汗将会
导致体内盐分与矿物质的流失，应注
意补充，运动饮料和水果都可以。

2、减少户外活动时间、避免露天
作业。避免超时间太阳直射，上午10
点至下午14点，避免外出，如果要外

出时应穿着浅色系的宽松衣服，并戴
上遮阳帽或遮阳伞以阻挡日光直射。

3、关注老弱病残者，虽然任何人
都有可能中暑，但有些人群在高温天
气里更易发生危险，应当给予格外关
注，如婴幼儿及儿童、65岁以上的老
年人等，经常有报道婴幼儿或儿童单
独留在车里而出现某些危险的新
闻。此外，有慢性疾病的中老年人，
特别是心脏病、高血压等容易受到高
温影响，也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一
旦身体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高温天气，如何预防中暑？

本报讯（李青 丰尚鹏） 日前，市
二院接诊了一名心脏“镜像”的心动过
速患者。来自邳州市的王女士有心悸
的毛病，三十多年来常常发作，苦不堪
言。在当地就医时，心电图提示其为
阵发性宽QRS波心动过速，医生本来
说要手术，可一发现心脏长在右边，都
摇摇头建议她转院。

市二院心内科主任纪元解释：“通
常，我们的心脏都位于胸腔左边，大约
有万分之一的概率会长在右边，心脏
位于右胸，虽然心尖指向右侧，但心腔
之间的关系却没有顺势形成镜像反
转，称为右旋心。右旋心还出现心动
过速则更加罕见。”

治疗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是首
选方法。但王女士的手术难在解剖结
构异常，与常人的操作相反，消融导管
进入心腔内容易迷路，出现并发症。

纪元在与副主任蒋建光、副主任
医师周学军等讨论后，决定迎难而

上。他们在手术中借助了心腔内超声
导管（ICE）和Carto3三维标测系统两
个有力武器。团队首先为王女士放置
心室电极和冠状窦电极，明确病情，然
后置入ICE导管建模，通过三维影像
将心内结构看得一清二楚，这样消融
导管就再也不会迷路了。

手术仅用一个小时，术后一天，王
女士就出院回家，再也不用担心突然
的心慌了。

“心律失常即是心脏的节律出现了
紊乱，心率过缓或者过快都属于心律失
常的范畴。心律失常容易出现在有基础
心脏病的患者中，但正常人如果具有过
度疲劳、失眠、饮浓茶、吸烟、饮酒、服用
特定的药物，或者情绪波动等因素，也可
能发生心律失常。发病时患者表现各
异，心慌、心悸为最常见，黑曚、晕厥、抽
搐等也时有发生。”纪元提醒市民，严重
的心律失常会导致猝死，一定不能掉以
轻心，身体不适时，要及时就医。

使用心腔内超声导管（ICE）+Carto3三维标测系统建立三维影像，消融导管不再迷路

“黑科技”帮助罕见“镜像”心脏解决心律失常

本报讯（汤怡晨 七轩） 55岁的张
阿姨检查身体意外发现血压升高至
200/100mmHg，此后张阿姨定期口
服降压药物，日常监测血压尚稳定在
140/80mmHg。本以为自己的血压控
制较好，但半年后，张阿姨感觉间歇性
头 晕 ，再 一 测 血 压 ，竟 高 达 210/
110mmHg。

这可吓坏了张阿姨，她赶紧增加口
服降压药物种类，逐渐增至4种药物联
合服用。可惜事与愿违，她的血压仍未
能控制。于是张阿姨来到市七院高血
压病专病门诊就诊，经肾动脉CTA检
查发现原来张阿姨的左肾动脉狭窄达
95%，王笑副主任医师充分评估患者病
情之后，为张阿姨开展了肾动脉球囊扩
张支架植入手术，通过微创技术在其左
肾动脉植入一枚支架，术后张阿姨停用
降压药物后血压仍维持在正常范围，且
头晕的症状也消失了。

肾脏动脉狭窄可以发生于各年龄
段人群中，以中老年人多见。轻度的
肾动脉狭窄还不至于造成肾脏功能危
害，但当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一般
来说是大于70％的程度，会造成供应
肾脏血流的减少，肾脏功能也会受到
影响。狭窄越重，这种影响就越大，对
肾脏的威胁就越大。当肾脏动脉狭窄
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肾脏缺血，导致肾
脏产生一种物质，造成患者的血压反
射性增高，引起肾血管紧张素—醛固
酮系统变化，造成高血压状态，严重的
时候药物都难以控制，这类疾病在临

床上称为肾性高血压。
“肾动脉狭窄有两大主要危害：一

是对肾脏功能本身的影响；二是肾性高
血压。”王笑介绍，在临床上有过这样的
病例，有些老年人平时有高血压、糖尿
病、动脉硬化等症，却不注意全身血管
的检查，得了肾脏动脉狭窄没有及时发
现，突然有一段时间，血压出现了加重
的征兆，吃降压药也不能控制。查体时
也仅仅是注意抽血化验、查肝功等，忽
视了对血管的检查，结果出现肾脏功能
的严重损坏，血管狭窄越来越重，肾脏
也发生萎缩，最后出现尿毒症。肾动脉
狭窄是导致高血压与肾功能损害的“隐
匿杀手”，但只要了解这个“杀手”的特
点，就能早期发现肾动脉狭窄，及时治
疗，保护肾脏功能。而随着新器械和新
技术的使用，药物涂层球囊也已经开始
应用于肾动脉狭窄的治疗，通过在肾动
脉内膜上贴附抑制内膜增生类药物，可
以明显提高长期通畅率，避免患者因术
后再狭窄而往返于医院，减少患者的心
理及家庭社会负担。

长期控制平稳的高血压突然加重

市七院专家提醒：警惕肾动脉狭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