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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故事

18岁小伙吞下百片阿米替林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唐苏予

“喂，是 GICU（综合性重症
监护室病房）吗？有患者情况危
急，急需会诊。”近日，郑州市第七
人民医院 GICU 接到急诊电话，
一名药物中毒患者急需会诊，值
班医生孙雯雯立即冲向急诊科，
同急诊团队共同抢救病人。

因与家人闹矛盾，18岁的强
强（化名）一时冲动，服下了 100
片阿米替林，2个多小时后被家人
发现送往附近卫生院救治。在洗
胃过程中，强强逐渐昏迷，被立即
转诊到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
科，进行洗胃、补液等治疗。强强

又陆续出现心动过速、室颤症状，
血氧饱和度和血压开始下降；立
即电除颤、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
通气，多巴胺持续泵入；病情稍稳
后，转入GICU继续治疗。

阿米替林作为一个常用的抗
抑郁用药，大剂量应用会引起严
重心律失常，甚至心博骤停，而且
没有什么有效的拮抗药物进行解
毒，全部代谢需要 4 天左右。对
于阿米替林中毒患者，医务人员
也是第一次碰到。孙雯雯立即查
找相关文献，网络查询，在穿刺深
静脉、调整血管活性药物纠正休

克的同时，紧急联系肾内科专家
会诊，进行床旁血液净化治疗。
孙雯雯等准备了床旁电除颤仪，
以备随时出现的心电风暴导致的
心律失常、心博骤停。

凌晨，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强强再次出现室颤，心律失常
反复发作，先后进行4次电除颤，
最 长 一 次 心 肺 复 苏 历 时 25 分
钟。强强的父亲听到有可能抢救
无望时伤心过度晕倒。

为了挽救这个年轻的生命，
孙雯雯紧盯着仪器屏幕，不放过
任何异常信息。抢救团队深知，

心博骤停数分钟即可发生脑损
伤，即便抢救回来，也会遗留严
重的大脑后遗症，甚至变成植物
人。孙雯雯了解阿米替林中毒
的机理和临床表现，这种心博骤
停 不 同 于 其 他 疾 病 的 心 脏 骤
停。抢救一直在坚持，年轻护士
张晓阳和冯小珂、薛文博标准有
效的按压交替进行。在团队坚
持不懈的努力下，强强频繁的心
电风暴减慢了发作频率，病情开
始稳定下来了。心肺复苏是个
技术活，更是个体力活，抢救人
员汗水浸湿工作衣。

纠正心律失常、亚低温、血液
灌流、纠正内环境、通便促进药物
排泄及减少药物吸收，脑保护性
亚低温治疗……一项项治疗措施
严谨有序地进行。第二日凌晨4
时 5 分，强强的心率终于逐渐趋
于稳定。当天14时，强强终于苏
醒。

随后几日，医务人员进行床
旁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并行血液
灌流治疗，强强的总体情况持续
好转。两天后，强强转入普通病
房。近日，经综合评估后强强顺
利出院。

10月11日，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为30名大学生进行了急救技能培训。在郑州市卫生
健康委和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支持和指导下，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为30名大学生进行
了心肺复苏术、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止血包扎法等急救技能培训，提升了大学生的自救、互救
能力。 刘 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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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此次我
们专委会换届，不仅吸收了医疗机
构、疾控机构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工作人员，还吸收了新闻媒体、教育
从业人员和相关企业。我们就是要
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做好健康
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10 月 12 日，
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健康教育专业委
员会名誉主委、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
周勇说。

10 月 11 日~12 日，河南省预防医
学会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换届及学
术交流会在郑州召开，专委会名誉主
委、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张广东以及
来自全省疾控系统、医疗机构、教育
部门、新闻媒体、相关企业等单位的
93位候选委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根据《河南省预防医学会专
业委员会管理办法》，通过无记名投
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委员会。
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主任医师张
玉林当选主任委员，省疾控中心健康
教育所所长何景阳、医药卫生报社副
社长郜静、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
射介入科主任韩新巍等当选副主任
委员。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我们必
须发挥健康教育的先导作用。”作为
新当选的主任委员，张玉林说，新一
届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要以学会为
平台，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学术
交流活动，促进全省健康教育理论和
实践创新和发展；围绕健康中国和健
康中原建设总体目标和省卫生健康
委中心工作开展健康教育科学研究，
积极谋划，推动健康促进各项工作的
有效落实；组织广大专家，动员社会
力量，开展健康科普作品创作和健康
传播活动，着力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开展健康教育岗位技术培训和继
续教育，提升业务水平；推动教育、体
育、企业等各行业以及医学和预防医
学各专业领域健康教育工作的融合
开展。

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副秘书长韩志
伟肯定了第三届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
为服务全省健康教育工作发展做出的
努力，并对新一届专委会提出建议：利
用健康教育的多学科优势，积极谋划，
为健康中原建设建言献策；积极开展
健康教育科学研究、调查研究，在循证
的基础上精准开展健康教育，不断提
高健康教育的科技含量；探索新科技、
新技术、新手段在健康教育方面的应
用，不断创新健康教育的方式、方法，
拓展健康教育的更广泛渠道；继续聚
焦健康中国和健康中原建设，积极开
展健康教育协作，结合医改、新农村建
设等政策，广泛、持久地开展健康教育
工作。

换届工作结束后，河南省预防医
学会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进行第一次
学术交流会，邀请中国疾控中心健康
教育专家董胜利、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研究员李英华，分别就健康教育与健
康促进发展新趋势、健康素养监测数
据的使用等话题进行专题讲座，通过
案例分析对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现状
深入解析，对健康素养监测方法进行
了介绍，并对未来健康教育与促进工
作进行了展望。

河南88名医疗卫生专家抵达哈密
推进组团式柔性援疆工作走深、走细、走实

本报讯（记者刘 旸）10 月
10日12时许，随着CZ6635次航
班平稳降落哈密机场，河南省再
次向哈密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三师新星市（以下简称十三
师新星市）派出的医疗卫生专家
顺利抵疆。他们将以柔性支援、
对口支援、精准支援的方式，推
进河南医疗卫生组团式柔性援
疆工作走深、走细、走实。哈密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付剑
伟，河南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
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哈密市政
府副市长孙永民，哈密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秦舒广等参加欢迎仪
式。

付剑伟说，多年来，河南省
站位对口援疆工作大局，持续深
化医疗卫生对口援疆工作，先后
选派多批医疗卫生干部人才来

哈密支援，为提升哈密医疗卫生
服务水平、保障群众健康安全做
出了贡献。特别是第十批援疆
干部人才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
来，先后实施了中组部卫生援疆
项目、为期半年的援哈密医疗项
目以及为期3个月的柔性援疆项
目，目前在哈密支援的医疗卫生
干部人才已经达到200名。

孙永民说，河南省委、省政
府始终高度重视对口援疆工作，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贯彻落实第
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第
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
议精神态度坚决、措施有力。自

2020 年河南省第十批援疆干部
人才进疆以来，紧紧围绕新疆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牢记
援疆使命，践行国家战略，积极
主动开展各项工作。这次抵哈
的88名医疗卫生组团式柔性援
疆专家，将紧密结合哈密市、十
三师新星市的迫切需求，深入当
地传染病防控、医疗救治、卫生
监督执法、职业健康等工作一
线，开展为期3个月的技术援助，
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切实
做到柔性帮扶、对口帮扶、精准
帮扶。

据此次带队援疆的河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郭万申
介绍，88名医疗卫生专家受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委派，是来自省内
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卫生监督
等专业领域的技术骨干。专家
们将紧紧围绕哈密市、十三师新
星市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通过
日常坐诊、巡边义诊、手术示范、
教学查房、线上培训等方式，助
力当地医疗服务水平提升，为各
族群众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
同时，在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
防控和卫生监督执法等方面发
挥特长，为医疗卫生援疆工作打
开新局面、注入新活力。

郑大一附院大血管外科团队发现潜在新型生物血管材料

鱼鳔可以“变”血管
本报讯（记者刘 旸）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大血管
腔内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白华龙
课题组，近日在《自然》旗下的《通
讯-生物》发表最新研究：鱼鳔可
以作为一种潜在的新型生物血管
材料。

据白华龙介绍，涤纶和ePT-
FE 人工血管半个多世纪以来被

广泛使用，但小口径（小于 6 毫
米）血管移植物长期通畅性仍然
较低，自体静脉通常为最优选择，
自体静脉和宿主血管之间通常存
在管径不对称问题。因此，开发
合适的有潜力的新型血管材料显
得尤为重要。

该项研究持续近两年时间，
在此期间有多种材料备选，最后

选取了鱼鳔。鱼鳔为天然的有弹
性材料，来源广泛。该研究将鱼
鳔作为血管补片和管状移植物，
通过组织工程学改造，研究者检
测了鱼鳔在动物动脉和静脉系统
中的应用。结果显示，鱼鳔在体
外和体内支持内皮细胞迁移和增
殖，通过组织工程学改造黏附了
雷帕霉素的鱼鳔可以显著抑制内

膜增生。
在研究中，鱼鳔经过去细胞

处理，表面黏附雷帕霉素，通过补
片模型和管状移植物模型检测了
鱼鳔作为血管移植物的可能性。
结果显示，雷帕霉素黏附的去细
胞鱼鳔补片抑制大鼠动脉和静脉
内膜增生。通过缝合制作管状血
管，植入大鼠腹主动脉和下腔静

脉后，雷帕霉素黏附的鱼鳔血管
明显抑制血管内膜增生。

该研究变废为宝，证明鱼
鳔是一种有应用前途的天然材
料，经过合适的处理，可以作为
有潜在应用性的血管材料。目
前，此项研究的后续实验正在
顺利进行中，并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电影放映前的脑卒中防治“小课堂”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

员王利豪）一块幕布，一架放映
机，一群热心观众……电影放映
前先播放脑卒中预防知识视频
短片，医务志愿者现场为居民免
费测血压，向高危人群普及防治
知识，确保群众可以利用“中风
120”等方法判断自己或周围的
人是否发生中风。日前，在宜阳
县锦屏镇人民广场，宜阳县人民

医院医务人员利用红色电影放
映契机，为群众讲解脑卒中防治
知识。

宜阳县人民医院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
育重要内容，不断创新学习形式、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切实将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
办实事”的不竭动力。今年 6 月
18日，该院全面启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百场红色电影下基层”
活动，同时开展健康义诊科普、急
救技能培训等，让广大居民了解
健康知识，知晓脑卒中目前最有
效的救治方法和距离最近的开展
静脉溶栓、血管内治疗的医院及
拨打120呼救等。

截至目前，共有7000余人通
过扫码进入宜阳县人民医院脑卒
中防治管理系统，该院免费对高危

人群进行颈动脉彩超筛查，发现颈
动脉狭窄患者及时进行药物治疗

或手术干预，做到早发现、早确诊、
早治疗。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纪雨
辰 谷东方）近来，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发动
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志愿者，联合漯河
市六院、漯河市中医院、漯河医专二附院
医联体社会服务中心成立暖心家园健康
直通车志愿服务队，为计生特殊家庭办实
事、解难题，促进计生特殊家庭老人健康
养老，扩展帮扶服务范围，目前已开展各
类志愿服务 20 场，服务计生特殊家庭 50
户，近百人次。

漯河市暖心家园健康直通车志愿
服务团队联合漯河市中医院医联体、康
复科医护团队为 6 户因偏瘫长期卧床、
生活不能自理的计生特殊家庭上门开
展精准结对帮扶健康服务，进一步了解
计生特殊家庭中的失智失能老人的具
体困难及需求；结合计生特殊家庭现实
需求，联合组织漯河市六院、漯河市中
医院、漯河医专二附院专家团队开展健
康大讲堂、健康体检服务、中医特色理
疗服务 10 多场；主动对接市夕阳红服务
中心和海河路沙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为有需求的计生特殊家庭无偿提供签
约服务，上门送餐、理发、陪伴就医等生
活照料服务。

漯河市暖心家园健康直通车成立暖
心家园艺术团，鼓励计生特殊家庭老人重
拾业余爱好，发挥文化实践中心优势，拓
展暖心家园新的志愿服务阵地。

共同聚焦群众最急最需最盼的“一老
一小”问题，构建政府、社会、机构、志愿者
四位一体的关爱网络，倡导和推动全社会
共同关爱计生特殊家庭和孤儿，举办“圆梦一家亲”计生特殊家
庭与孤儿互补互助志愿服务项目。目前，漯河暖心家园健康直
通车志愿服务团队已走访完成全市范围内200余户散居孤儿寄
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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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有导航，不会走错路，
那手术有导航是啥效果？“血
管、神经看得清清楚楚，减少术
中出血、避免损伤正常组织，减
少并发症……”河南省肿瘤医
院泌尿外科副主任杨铁军说，

“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以前病情
复杂的肾肿瘤患者有了保留肾
脏的希望。”

近日，杨铁军利用术中三维
重建引导下的机器人辅助肾动
脉定位及分离术，为 32 岁的肾
癌患者杨女士完整切除了肿瘤，
并保留了肾脏。

32岁的杨女士体检时发现
右侧肾肿物。CT 影像检查结
果显示，右肾有一个3.7厘米×
3.3 厘米的肿瘤。肿瘤位于右
侧肾门腹侧，呈类圆形不均匀
强化，根据影像学表现考虑肾
癌。由于肿瘤生长挤压肾门
部，极为接近肾集合系统，肾门
部的主要肾动脉分支也受压变
形，肾动脉一级及二级部分分
支血管为肿瘤提供血供。

肿瘤的独特位置、复杂的
瘤体动脉解剖关系是该患者
保肾的难点所在，手术中一旦
损伤一根动脉，不仅会造成大
出血，还可能因为手术视野不
清，被迫转开放手术，甚至“切
肾”。

手术既不能损伤肾动脉各
分支动脉供血，保护正常肾组织
功能不受影响，还要阻断肿瘤复
杂的血液供应，保证完整无残留

切除肿瘤，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挑
战。

由于该患者较年轻，具有强
烈的保肾意愿，杨铁军团队比较
了开放手术、腹腔镜手术和机器
人辅助腹腔镜手术的优缺点和适
用性，初步制定了基于三维重建
技术机器人辅助下经腹腔处理肾
脏各分支血管，切除肾肿瘤，保留
肾单位。

患者左侧卧位，建立气腹
后，杨铁军团队先用电钩分离
右侧肠管粘连区，打开侧腹膜，
暴露肾脏及肾脏肿瘤；切开肾
周筋膜，充分暴露肿瘤及周围
正常肾脏组织后分离肾蒂血
管，这时“手术导航仪”发挥功
效，在三维重建引导下确定肾
动脉所在位置，小心分离出肾
动脉，由于瘤体过于靠近肾门，
在反复比对三维影像后，确认
肾动脉一级动脉分支、肾脏及
肾肿瘤的相对位置，沿肿瘤边
缘约0.5厘米处标记，逐步切除
肿瘤，阻断肿瘤血管，分离并保
护供应正常肾组织的二级血管
分支；在肿瘤深处近肾窦面，切
除邻近肿瘤的部分肾小盏（在
三维影像引导下明确肿瘤远离
右肾集合系统），直至完整切除
肿瘤，逐层缝合肾脏创面、肾周
筋膜和肾周脂肪，固定肾脏预
防肾下垂。

术中阻断肾动脉 20 分钟，
术中出血约20毫升，切缘干净，
无肿瘤残留。

手术机器人
配了导航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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