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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左心耳封堵术培训班浦东举办
周浦医院已完成近百例手术

本报讯（记者 张琪）12月2日，“新耳

之道”左心耳封堵术观摩学习班在周浦医

院开班。这是左心耳封堵术自 2014 年引

入国内以来，我国举办的首个全国性专业

培训活动。

现场，周浦医院心内科主任宁忠平教

授和他的团队集体亮相。这名获评上海市

首届区域名医、左心耳封堵全球带教术者

的专家，与团队一起为参与培训人员进行

了手术演示。

所谓左心耳封堵全球带教术者，是指

该项技术的全球带教导师资质。首先，相

关人员必须独立完成连续 40例以上的植

入术，并且保证没有手术相关并发症出现；

其次，每台手术都要亲自主刀，手术流程必

须规范，且手术全程必须在第三方监督下

完成；最后，由全球领先的医疗科技公司波

士顿科学总裁亲自签发证书，才能获得有

效的全球带教资格。

房颤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之

一，中国房颤患者卒中发生率为 13%—

24%，房颤患者卒中风险比非房颤患者高

出 5倍。理论上讲，预防房颤血栓最有效

的办法是直接消除房颤，使患者始终维持

正常心律。因为消除房颤是釜底抽薪，可

以解决根本问题。但是，房颤的具体致病

机制目前仍不清楚。传统上，针对房颤的

消融术是最有希望维持正常心律的治疗方

法，目前的成功率在 50%—90%之间。然

而，即使是消融成功，有高血栓风险的患者

术后依然不能停止预防血栓的治疗。也就

是说，单纯地恢复心脏的正常节律，对于高

血栓风险患者是不够的。

既然手术消融预防房颤血栓不靠谱，

口服抗凝药又有出血副作用及其他缺陷，

怎样才能相对安全又有效地预防血栓

呢？宁忠平指出，左心耳集中了 90%的房

颤血栓，如果能够彻底挡住左心耳的血

栓，理论上，就可以消除 90%的房颤血栓

风险。

“左心耳是袋状结构，只有一条狭窄

通道与左心房相连，只要堵住这个狭窄通

道，血液就进不去，一方面血栓原料没了，

另一方面，即使里面有血栓也出不来了。”

宁忠平说：“这就是左心耳封堵技术的原

理。”施行此术后，患者无需长期口服抗

凝药，既免除了卒中危险，又避免了抗凝

药可能导致的严重出血并发症。这不仅

给患者带来了健康，也大大降低了医疗费

用。

周浦医院院长、心内科博士生导师李

新明介绍，对于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血栓栓

塞性卒中有90%由左心耳血栓引起。左心

耳封堵术是目前全球预防房颤患者卒中的

治疗新趋势，它能有效减少患者的病死率、

致残率，同时减少出血的发生，具有手术时

间短、创伤小、恢复快的特点。

去年 8月，周浦医院成功完成了本市

首批左心耳封堵术手术，至今，该院已累计

完成近百例手术，效果良好。

本报讯 （记者 张琪 通讯员 顾

倩）日前，上海国际医学中心（SIMC）与

号称国内最“豪华”的消化专家团队

——精英消化集团携手，正式成立上海

国际医学中心消化疑难杂症会诊中

心。这一会诊中心的创设，标志着上海

国际医学中心着力打造的中国医生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中，首个上海项目正式

落地生根。

精英消化医生集团由前上海华山

医院院长助理、消化科主任孙大裕教授

领衔成立，被视为上海的一流医生集

团。除孙大裕教授之外，该集团专家成

员还包括：上海华山医院放射科泰斗、

前华山医院院长陈星荣教授，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兆申教授，上海仁济医院消化

科主任医师邱德凯教授，《中华消化杂

志》总编辑袁耀宗教授，东方肝胆外科

医院大内科主任叶胜龙教授，病理科著

名专家胡锡琪教授等 10 余名业界、学

界精英。精英消化医生集团志在打造

一个整体的大消化概念，诊疗研究范围

包括消化内科、消化外科、内镜、肝病、

胰腺病等一系列消化病相关环节。

孙大裕表示，消化疑难杂症会诊中

心的创设，是精英消化医生集团首次与

医院平台合作。选择浦东，是因为上海

国际医学中心不仅学科齐全，拥有一流

的设备和环境，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

医改试点单位，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正在

积极探索与医生集团合作、共赢的平台

化发展道路。

据了解，今年以来，上海国际医学

中心已经举办了 3 期中国医生集团实

战训练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医生集

团的 600多名从业者参加。目前，已有

20 多家医生集团入驻 SIMC 中国医生

集团创新创业基地。

■见习记者 严静雯

聋哑孕产妇很难和医生护士直接语言交

流，如何在分娩时帮助她们顺利产下宝宝？12
月3日世界残疾人日这一天，来自上海市第一

妇婴保健院西院的“90”后助产士张鑫，给了我

们一个充满爱心的答案——她通过手绘漫画，

为这些“特殊”孕产妇进行分娩各环节的指导

和提醒，帮助她们顺利生产，保证母婴平安。

图文并茂
助聋哑准妈妈顺利“通关”

医院对入院孕产妇都提供一个宣教课程，

而给聋哑孕产妇做健康宣教，通常需要花费成

倍的时间。在预产期临近时，这些“特殊”孕产

妇由于听不清医生和护士的声音与指示，心理

上会较一般孕产妇更加焦虑。进入产房后，分

娩前的时间可能长达十多个甚至几十个小时，

她们跟医护人员也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交流

……细心的张鑫想，能不能把整个分娩过程用

图画好好“梳理”一遍？

说干就干。张鑫的手绘版产房攻略在一张

张漫画中呈现出来。攻略分为《入产房》《物品

准备》《导乐室》《待产篇》和《麻醉室》5个篇章。

简洁的卡通画旁还配上了“产房三字经”，图文

并茂地向孕产妇和家属们告知、讲解分娩所需

物品和注意事项，让聋哑孕产妇对分娩每个阶

段都有明确的概念，并和家属一起做好相应的

准备，帮助她们在生小宝宝的过程中淡定一点。

比如《麻醉室》篇，描绘了麻醉的各个阶

段，一旁配文：“心莫急，气勿躁；两公分，可镇

痛；摆体位，助操作；置管后，勿揉搓；分娩镇痛

伴您顺”。一妇婴西院产房护士长刘宏解释

说：“当宫口开至两公分以上，可以按产妇要求

予以分娩镇痛，我们会通知麻醉师来实施。此

时，产妇配合麻醉师采取合适的体位，是非常

重要的，这关系到麻醉师能否准确迅速实施麻

醉。依照漫画所示，产妇双手抱住两腿膝盖，

头尽可能贴近胸口，像虾一样将背部弓起挺

出，保持姿势让麻醉师实施麻醉操作。麻醉

后，背部有软性连接管予以敷料粘贴，这里需

要提醒的是，产妇不要来回摩擦已置管的后背

部，防止导管脱出。”张鑫的漫画准确描绘了这

些步骤，让“特殊”孕产妇有所准备，得以顺利

“通关”。

双语版推出在即
“老外”孕妈也受益

“90”后助产士的爱心漫画，得到了一妇婴

医护团队的一致认同。

一妇婴西院产科副主任李婷介绍，聋哑孕

产妇在信息内容的接收方式上存在局限，“对

她们来说，在生育这件人生大事上，相应的准

备可能要比一般人群更多一些，也需要医护人

员付出更多的关心。清晰简洁的图谱，方便理

解记忆，能让她们更加便捷地接收信息。”

作为一名从业经验丰富的产科医生，李婷

强调，与孕产妇的沟通和宣教相当重要：“沟通

得好，可以防止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出现过度焦

虑的症状，更能够消除家属或产妇本人因为长

时间的沟通不畅而产生的烦躁情绪。”

据悉，这份整理成册的图文版分娩攻略，

已经在一妇婴西院投入使用。由于西院位于

市中心的静安区，区域内还有不少外国人士居

住，这本手绘图谱还给不少“老外”孕产妇提供

了意想不到的帮助。一妇婴西院的医护人员

们受到启发，目前正在完善图谱，计划推出双

语版，在该院跨越浦江两岸的3个院区进行共

享。

本报讯（记者 张琪）12月 2日，在

“上海陆家嘴国际大肠癌高峰论坛”上，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普外科主任傅

传刚团队宣布，在全球首次开创低位直

肠癌白色无血、低位保肛、无腹部切口

微创手术，这一通过 3D 腹腔镜开展的

精细、精准大肠癌手术，使得中低位直

肠癌患者的保肛率达 90%以上。

对于大肠癌患者来说，癌变位置越

低越容易浸润肛门，保肛的可能性就越

低。在切除肿瘤的同时尽可能实现保

肛，对于低位肠癌患者来说，不仅提升

术后生活质量，更意味着生命尊严。

针对中国人体型特点，傅传刚团队

率先开展直肠癌微创腹腔镜手术“升级

版”：在通过腹壁的 4-5个穿刺洞内，完

成肿瘤的根治性切除，然后将标本经由

远端肠腔取出，在腹腔内完成肠管的重

建。这种操作方式完全避免了腹部切

口，患者术后腹壁仅存留几处微小的疤

痕，可减少腹壁切口引起的术后疼痛和

感染等并发症，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手术

风险，减少了患者痛苦。这也是“傅氏

手术”与国际通行的腹腔镜微创手术的

最大区别。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市居民最

常见恶性肿瘤中，肺癌、大肠癌和胃癌

位列前三位，其中大肠癌（包括结肠癌

和直肠癌）发病增速最显著，已从上世

纪 70年代初的第七位一跃至第二位。

肠癌的外科治疗，在 30 年的时间

里，经历了从传统大刀到2D腹腔镜、3D
腹腔镜和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变革。

近期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

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指出：针对直肠癌

患者的手术，机器人辅助技术与腹腔镜

技术没有明显差异。傅传刚说：“我们

团队每年做 800多例结直肠手术，结合

理论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与传统的开

腹手术相比，3D腹腔镜手术精细、精准，

治疗效果更好。”而与达芬奇机器人手

术相比，该术不仅更经济，也更加便捷。

目前，由傅传刚领导的东方医院胃

肠肛肠外科常规开展的“3D 腹腔镜腹

部无切口结直肠手术”，不仅用于直肠

癌、乙状结肠癌治疗，还可以用于家族

性息肉病、慢性顽固性便秘、直肠脱垂

和直肠弥漫性血管瘤等结直肠常见良

恶性疾病，已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水平。

“90后”助产士漫画助聋哑孕产妇分娩

联手精英消化医生集团

SIMC建消化疑难杂症会诊中心

3D腹腔镜为大肠癌患者解忧

本报讯（记者 张琪）12月 4日，浦

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所联

合高东镇政府，在杨园体育公园广场举

办2017年宪法宣传周（日）活动，现场接

受市民群众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和健康权

益维护等方面的咨询及投诉。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中，新区卫监

部门以宪法宣传为契机，聚焦中医药

法，开展了“弘扬中医药法精神，规范中

医诊疗行为”活动，对中医医疗机构和

从事中医医疗活动的人员依法执业、中

医师运用技术方法规范开展中医药服

务以及打击中医非法行医等内容进行

了重点宣传。

“师带徒”一直是中医传承的主要方

式，“子承父业”也是“师带徒”的一种方

式。然而，在现代医师执业制度建立后，

“师带徒”这一传承方式遇到了困难——

取得医师执照的前提是拥有大专及以上

文凭，由于“师带徒”颁不出文凭，渐渐

的，一些祖传中医便有了失传的风险。

记者从浦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监督所了解到，今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医药法》等多部与中医执业相关

的法律开始施行，其中，对“师带徒”传承

的资格认定、中医师执照认可等内容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从 12月 1日开始，

以“师带徒”方式学习的中医师可以得到

认可，不再需要专门上大学考一个与中

医相关的文凭。也就是说，从本月起，以

“师带徒”方式学习中医的人员，不用读

大学也可以考医师执照了。

新区卫监部门宣讲中医诊疗规范
“师带徒”方式学习中医获认可

张鑫的漫画图文并茂，详解了分娩每个阶段中的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