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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下社区 居民问药灵

浦东社区临床药师能级提升保健康

■本报记者 张琪

目前，上海市人均期望寿命已超过

83 岁，户籍人口中老年人更是达到了 3
成，更加长寿的人口让医疗服务迎来新的

挑战——心梗、脑梗乃至其他人体器官功

能的老化和衰竭，意味着救治时间要更

短、速度要更快。可以说，在更短的时间

内，多学科协作，更快速、更有效地救心救

脑救命，是当今上海居民对医院学科建设

提出的要求。

启动叶克膜
站在“救命”前沿

ECMO，老百姓称其为叶克膜，即体

外膜肺氧合，是一种合并呼吸及循环辅助

器的急救装置。简单来说，在人体心、肺

不能维持生命的时候，它可以暂时代替心

肺功能，支持生命以赢得时间。

即使在三甲医院，叶克膜也是“稀罕

武器”。今年 4月，海军军医大学附属公

利医院首次使用，积累了诸多经验。

“这是一个 17岁的花季少女，家人拼

尽全力，不愿放弃。”急诊医学科主任郭

东风说，整个救治过程，得到了医院上上

下下的高度重视，医务科组织全院专家会

诊，外院专家多次来院协助查房、指导治

疗。经过上下一心的努力，圆满完成了叶

克膜的上下机操作。外院专家评价道：

“这一治疗已经达到了极致。”

这是该院第一例使用叶克膜抢救的

重症患者。在整个救治过程中，为了确保

成功并积累宝贵的第一手经验，郭东风和

急诊医学科副主任许磊、护士长奚晓波带

领体外生命支持小组成员，日夜奋战在患

者的病床旁，观察、记录患者的每一个指

标，实时调整每一个参数，防止出现并发

症。

同时，护士长迅速组织全科护士对患

者进行护理查房，分析讨论护理中的重

点、难点和注意事项，边参加急救边学习

叶克膜治疗中的护理要素，为整个救治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经历 66小时不间

断的高强度监护治疗后，患者病情逐渐稳

定，顺利脱机。

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心肌，时间

就是生命。郭东风认为，急诊科医师的首

要任务是判断病情是否危急、患者有无生

命危险、是否要紧急采取生命支持治疗等

“救命”问题。只有保住了患者生命才能

进行下一步治疗。而尽可能在短时间内

确定患者状况急危与否并稳定其生命体

征，是急诊科医生的最终目标。这需要建

立、执行优化流程，实现多学科之间更顺

畅的协作。

救脑，救心，这两件都市人的健康大

事，对医院的救治要求是全能的，不能有

缺漏。

在公利医院，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

协同会诊、无缝抢救流程早已经延伸至多

个科室。经过9年发展，该院打造出了一

支“救脑、救心、救命”的急救队伍，他们不

断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打通了多条抢救绿

色通道，造福广大市民。

44分钟
打通“救心高速路”

日前，市民李女士夜间突发胸痛，伴

随恶心、出冷汗等症状。23时，她由家属

送至社区医院；23时03分，心电图检查显

示可能是急性前壁心梗，接诊医生立即发

送心电图像至公利医院胸痛中心“网络联

盟”微信群，胸痛中心主任陆纪德确认急

性前壁心梗，患者被立即送到公利医院。

23时 28分，急救车通过绿色通道直

接送患者进了导管室。此时，陆纪德已组

织胸痛中心急诊介入相关人员在导管室

就位等候；23时 38分，开始行冠脉造影，

提示患者前降支近中段长病变，近段95%
狭窄，中远段 100%闭塞；23时 47分，予病

变处球囊扩张，并先后于前降支中远段、

近中段各植入支架一枚。经过无缝抢救，

患者症状明显缓解，最终转危为安。

从首次医疗接触到开通血管，整个过

程仅用时 44分钟，从进入医院大门到球

囊扩张开通血管，仅用了 19分钟。“飞一

般”的速度，得益于医院高效的急救流程。

“我国心肌梗死救治院前延迟时间平

均为 5到 8小时。”陆纪德介绍，我国每年

新发心梗 60万例，死亡率高达 30%，有效

救治率仅为 5%。其中，院前救治的延迟

是主要原因。

早在 2000年，急性心梗抢救还主要

依靠三甲医院时，公利医院就加入了心梗

急救的第一梯队；2002年开始，“全天候”

绿色通道建立，急性心梗患者就诊流程和

院内转运流程优化；2016年，率先与周边

社区医院、120急救中心建立胸痛中心网

络联盟，实现“患者未到、信息先到”，并率

先在120急救车上放置“心梗一包药”，在

胸痛处理方面走在上海同类医院前列。

今年3月，公利医院一次性通过了国家胸

痛中心规范化建设认证，成为浦东新区最

终获评的两家中心之一，并于5月正式挂

牌。认证的通过，充分显示了医院急性胸

痛的综合救治能力和辐射影响力。

院前急救系统与院内绿色通道无缝

衔接，让胸痛患者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快

速、高效的救治，从而助推分级诊疗落

实。自 2016年 11月录入数据至今，公利

医院胸痛中心已救治各类急性胸痛患者

619 例，均在“黄金 60 分钟”内打通生命

线，极大地改善了患者预后情况。

90分钟
完成静脉溶栓+动脉取栓

一旦突发脑梗，生命危在旦夕。如果静

脉溶栓失败，脑梗患者还有没有一线生机？

近日，市民陈老伯突发脑梗，被家人

紧急送往公利医院。该院神经内科团队

首先对患者进行静脉溶栓，但因效果不理

想转而借助微创介入技术，及时桥接动脉

内取栓，最终成功疏通了患者闭塞的脑血

管。

从入院到静脉溶栓，再到动脉取栓，

手术完成距接诊仅用了90分钟。

“对于脑梗患者来说，抢救必须争分

夺秒。”公利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龙宣介

绍，脑卒中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致死

率高的特点。一旦发病，越早治疗效果越

好。目前，缺血性脑卒中在发病3到4.5小
时内接受静脉溶栓，是决定中风患者生死

的关键。公利医院神经内科为此不断优

化脑卒中患者的急救流程，减掉耗时颇多

的等候，简化成由专科医师全程陪同，通过

绿色通道直接入住专科进行治疗。这一

举措，使得能在60分钟内接受静脉溶栓治

疗的患者比例由原来的 15%提升至近

50%，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患者预后。

不过，仍有约10%患者的静脉溶栓治

疗无效。为帮助那些静脉溶栓失败，或者

不能接受静脉溶栓的患者赢得血管再通

的时间和机会，该科室除了进行规范的药

物干预、缩短从入院到静脉溶栓的时间

外，还开展了血管内介入治疗。其中，在

多模式影像学评估指导下，急性脑梗死动

脉取栓术可将治疗时间窗延长至 6到 13
小时，为更多病患带去了新希望。

经过 28年积累，站在新的发展阶段，

学科发展与居民日益增加的医疗需求出

现了不平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公利医

院管理人员苦苦思索，提出了一个学科阶

梯式发展的“三段目标”：以院士为标杆，

建立一到两个高峰学科，医院10%的学科

进入国标第一梯队；参照国内三级医院平

均水平，将医院80%的学科推送到三级乙

等医院学科序列中；其余10%学科要走持

续发展之路，比如微整形（容）、皮肤等专

病、专科，要形成“老百姓口碑”。

■见习记者 严静雯 记者 张琪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以下简称儿中

心）成立 20周年之际，法国世纪管弦乐团

指挥——世界著名指挥家弗朗索瓦·格扎

维尔·罗特及乐团代表来到儿中心，为中国

患病儿童带来精彩的演出。

开院以来，儿中心就率先设立了国际

标准的社会工作部，探索儿童医务社会工

作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协同发展，先后创建

了“阳光小屋”“儿童健康节”等公益品牌项

目。1999年，儿中心开启“艺术在医院”模

式，将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融入医院文

化，塑造出具有亲和力的医学人文环境。

2006年，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与儿中

心共同打造了“阳光爱心音乐会”公益品

牌，之后多次举办公益艺术表演，让患病儿

童有机会与世界级艺术家们近距离互动，

并以音乐表演等方式表达自我、激发潜能。

2015年，儿中心在上海率先提出打造

“无哭声医院”目标，推出 360度全程细节

服务空间、关注特殊患儿“四全”照护等具

体措施，力争打造更好的儿童就医环境。

■本报记者 张琪

在国内其他省市的二三级医院中，临

床药师还比较少见，算是“新鲜人”，而浦

东却是社区里也不乏临床药师这样的配

置了。特别是今年，临床药师“师徒”一起

下社区为居民服务的情景，成为一道新的

风景线。

“许老师，我这儿有个肺炎患者，按照

说明书吃了一个疗程比阿培南，可为什么

没有效果呢？”周浦医院临床药学组主管

药师许弄章被新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徒弟”提问。他拿起“徒弟”带来的药品

说明书回答：“这个说明书上标的剂量太

小了，‘敌人’没被杀死，反而得到了锻炼，

越来越强，所以才没有效果。”

药品说明书的问题可能属于不常见

的“意外”，更多的错误是患者一个病看多

家医院造成的。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临床药师培训基

地的“师傅”王建忘不了这个故事：一位经

常在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的患者，

最初诊断是普通感冒，3天后竟然出现了

肾损伤。“幸亏社区医生及时发现，转诊到

我们医院，在仔细对照患者的用药后，我

们才知道他自作主张地吃了多种感冒药，

因药物成分叠加损伤了肾功能。”这位患

者在东家医院用了 A 药，发现退热效果

好，在西家医院用过B药，发现止咳效果

不错……渐渐地，他就自己给自己做起了

医生。这次感冒后，他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配了多种感冒药吃，乱点鸳鸯谱的做

法，差点把小毛病搞出大事情。

随着上海医改工作的推进，“大医院

看病，社区里随访”的观念已成为慢病患

者的共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量随

之增多。然而，“一张医保卡看遍所有医

院”引发的问题，也渐渐出现在社区中。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药剂科副科长金辉说：

“社区药师分担更多患者服务、管理的任

务已时不我待，首先需要能级提升。”

为此，以浦东人民医院为“群主”的

“川沙药学联合群”应运而生，加盟的有

浦东新区中医医院、浦东新区传染病医

院、浦东新区妇幼保健院、浦东新区肺科

医院，以及川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机场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王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唐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医院类型，对以

“全科”为服务特色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来说，药学联合群可谓提供了“对症下

药”的好帮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首先建立了

临床药学这一新兴学科。我国临床药学

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现在上海的各

家二三级医院均已配备了相当数量的临

床药师。2015年，上海市启动实施《上海

市社区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方案》。

2016年，首批 15家上海市社区临床药师

在职规范化培训基地名单公布，浦东有周

浦医院、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浦东医院、公

利医院4家入选。

记者了解到，一个社区药师获得临床

药师资格证书需要脱产培训3个月。学员

由大医院的临床药师指导老师带领，就药

物的不良反应、吸收代谢机理、药物和药

物乃至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内容，进行

专业再深造。回到社区后，临床药师与临

床医生有效互补，对患者用药进行药物重

整，建立患者用药档案，帮助患者得到更

好的医疗效果。

胰腺外科手术是腹部外科最为复

杂、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其中，全腹腔

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被称为胰腺外科

和腔镜外科医生心中的“珠峰”。近日，

东方医院南院肝胆胰外科成功为一名患

者完成了全腹腔镜下根治性胰腺十二指

肠切除术（LPD），手术由肝胆胰外科执

行主任陈波及其团队操刀。该术的成

功，标志着东方医院肝胆胰外科腹腔镜

微创高难度、高风险手术技术取得突破，

再上新台阶。

患者王女士，46岁，因上腹部不适

一月余，慕名找到南院肝胆胰外科求

诊。陈波进行检查后发现，患者在胰腺

头部有一直径 4厘米的囊腺肿瘤，需要

尽快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手术治疗。如

果采用传统的开腹方式，切口长度约在

25—30厘米之间，考虑到传统手术可能

会给患者带来的巨大创伤和一系列恢复

困难，陈波及团队讨论后，决定为患者实

施微创腹腔镜手术。

据悉，胰十二指肠切除术需切除胰

头、十二指肠、胃窦、近端空肠、胆囊、肝

外胆管等器官组织，再进行胰肠吻合、胆

肠吻合、胃肠吻合等消化道重建。因范

围广、操作难度大、易出现并发症等，该

术属于普外科难度最高的手术之一，而

全腹腔镜下完成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更是

难上加难，对手术医生和团队的技术要

求堪称极致。

经过周密的术前准备，在麻醉科、手

术室的配合下，陈波与团队医护在腹腔

镜下进行了精细的分离、松解组织术。

在门静脉表面分离组织，游离胰腺钩突

等操作时，周边多支重要大血管环绕，就

如在刀尖上跳舞。医生在完整切除标本

后，在腹腔镜下完成胰肠、胆肠、胃肠 3
个吻合，手术过程顺利。术后患者恢复

良好，无胆漏、胰瘘等并发症发生。目

前，患者已出院。

截至今年 5月，南院肝胆胰外科手

术量、高难度四级手术量均创历史新高，

已常规开展完全腹腔镜下肝肿瘤切除

术、腹腔镜下胰体尾切除术、腹腔镜下巨

脾切除+门奇静脉断流术等，通过这一

系列高难度微创手术治疗复杂肝胆胰外

科疾病。此次全腹腔镜十二指肠切除术

的顺利完成，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张祺琪）

以人为本建设学科

为生命打通多条抢救绿色通道

儿中心20周年庆
名家举办音乐会

东方医院全腹腔镜
手术再突破

医者

来自法国的艺术家为儿中心带来精彩的演出，传递了对患儿的友好、关爱之情。 □通讯员 夏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