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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病科普学院首站活动举行

“漫画”小人物 传播健康大道理

■本报记者 张琪

日前，上海市第二批 30个“创新医疗

服务品牌”公布，其中有三个项目落地浦

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打造无哭声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曙光医院完善消化疾病中西医结合

“一站式”内镜诊治流程，以及同济大学附

属东方医院“社区—120—院内—社区”溶

栓闭环服务圈。

东方医院脑卒中中心主任李刚教授

介绍了“溶栓闭环服务圈”的亮点：国际公

认的黄金救助时间是一小时，“溶栓闭环

服务圈”希望打破一小时“定律”，争取在

28分钟内完成脑卒中患者进入医院后的

急救程序。

28分钟能做什么？

当急救车把脑卒中患者送到东方医

院脑卒中中心之后，28分钟内，医生做了

什么？

早已拿着“溶栓专用箱”等在门内的

医护人员，立刻推床到急救室；急救室内

称重、给药，一分钟不到，就可进入溶栓用

药程序。一系列动作无缝衔接，完成溶栓

基本能控制在 28分钟以内。在“溶栓专

用箱”里，除了特制病号服、急救包等，还

有写着“脑卒中绿色通道”的卡片，卡片上

为病人预留填写基本信息。病人基本信

息登记完毕，电脑里就会立刻弹出患者的

日常资料，为治疗进一步提供有效信息保

障。

“以前我们申请一支溶栓药，需要到

药房排队、药库取药，往往仅这一项就要

花费十多分钟时间。后来，由科主任签字

担保，药品定期申请一批放在中心里，就

省去了这十几分钟宝贵的时间。”护士长

杨杏静介绍。按照原有的程序，入院后须

分诊、挂号、就诊，然后进入诊疗流程。现

在，杨杏静指着地面上醒目的箭头，介绍

说箭头所指的就是急诊诊室、挂号收费、

CT……相距也不远，真正为患者打造出

一条“脑卒中绿色通道”。

急救启动从院内延伸到院外

除了在院内打造一条急救的绿色通道

外，东方医院还通过指导社区构建“中心-
社区”一点多线的脑卒中筛查网络、打造脑

卒中院前急救电子病历和预警系统、建立

院内行动与院外转运同步启动机制、优化

多学科合作流程等举措，把脑卒中急救的

启动从院内延伸至院外急救系统，从而建

立了“社区-120-院内-社区”的有效保障。

脑卒中，也就是俗称的“中风”。其实

中风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耽误时间。在急

救过程中，医生们发现，最耽误时间的就

是“沟通”环节。“往往与患者家属介绍病

情并作出决定，就要耽误半小时。”李刚

说。鉴于此，东方医院脑卒中中心从2015
年开始，将工作的重心前移至社区。中心

副主任鲍欢为记者展示了一张“浦东新区

脑卒中预防与救治工作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督导表”，通过这张表格，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成为了责任人。表格中详细列出脑

卒中的社区任务项目、考核内容、考核方

式、考核情况等。社区要做的工作包括宣

传、筛查、高危人群转诊及保障措施。患

者的家属也对这项工作很支持，因为他们

知道宣传防治的重要性，所以还经常被邀

请在社区现身说法，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普

及脑卒中知识的效果。

合力搭起救治之桥

鲍欢介绍，脑卒中急救分为四个环

节，分别是患者发病—院前急救—急诊处

置—卒中团队。为了争分夺秒救治患者，

东方医院脑卒中中心在浦东地区指导 4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完成脑卒中社区

筛查患者 10万人次，筛查出高危居民约

3.3万人。筛查资料全部导入医院脑卒中

中心系统，同时建立社区、120及医院脑卒

中中心微信群，这个院前急救微信群的名

字就叫做“时间就是大脑”。中心负责急

诊溶栓质控的李颖医生介绍，微信群成员

由社区医生、120医生、医院工作人员等构

成，主要沟通患者信息、发病时间、预计到

达时间、可能的溶栓禁忌等信息。上了救

护车，就意味着病人已经闯过了危险的发

病环节，进入专业救治通道了。有了微信

群，医生对病患的识别准确率、救治方法

能够做到更及时更精准。

在微信群里，记者看到一条东方医院

南院附近的 120杨思站医生发来的信息：

唐某某，女，43岁，左侧肢体麻木、乏力1.5
小时。血压130/90，血糖5.1。已送东方医

院南院急诊。而此时在救护车上，受过专

项脑卒中课程培训的救护人员正为病人监

测和维护生命体征，建静脉通道、心电监

护，观察病人的呼吸道是否畅通。“通过及

时有效的沟通手段，120人员在车上就可

初步判断患者是否中风，告诉我们患者病

情，与医院的急诊处置实现了无缝衔接。”

鲍欢说。

探索高效的溶栓护理流程

脑卒中病患救助，不仅要靠医生审时

度势、精准治疗，护理队伍的工作同样也

很重要。病房护士长徐卓珺就带领团队

根据科室特殊情况探索了一套高效、优质

的溶栓护理流程，并形成论文发表在 SCI
期刊上，在国际上被多次引用；她们开展

的脑卒中早期床旁语言康复、吞咽康复、

认知障碍筛查等工作，成为其他医院竞相

学习的榜样。

“我们还在优化程序，争取将入院后

的救助时间进一步压缩。”李刚透露，东方

医院脑卒中中心的 28分钟救助模式，证

明了在不增加人力等成本的基础上，国内

的急救模式也可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据悉，该项目近年来获得包括上海市

临床医学重点专科在内的多个奖项，学科

带头人李刚将该模式运用到援疆工作中，

还获得上海市“优秀援疆建设者”等荣誉

称号。

■通讯员 姜蓉

13 岁的江苏少女娇娇（化名）在一

年多时间内，时不时出现腹痛，有时痛

到大汗淋漓。在当地医院多次住院过

程中，娇娇除了腹痛，还出现气促、胸

闷等症状，检查后医生发现娇娇除了

腹腔有大量积液外，左侧胸腔内也出

现了大量积液并伴有左肺膨胀不全。

经过 3次胸腔穿刺引流，娇娇的胸闷情

况好些了，可是“胸水”继续不断产

生。而娇娇因为胸水压迫肺，呼吸受

累，在半年内体重下降了 5公斤。

焦虑的娇娇父母近日辗转来到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求医。首诊的感染科曹清

主任医师没有放过孩子就诊的细节，敏

锐地意识到娇娇的病因绝不是简单局限

于“胸水”。曹清拓宽常规胸水生化检

测，发现胸水中淀粉酶和脂肪酶远高于

正常值，同时影像学表明娇娇的胰腺尾

部存在假性囊肿，且胰腺和胸腔间存在

着连通的窦道。至此，娇娇胸腔中不断

产生液体的原因终于真相大白——原

来，一年前娇娇最初腹痛是因为得了胰

腺炎，后来胰管破裂，胰液不再正常地流

向肠腔，而在胰腺组织中积聚形成了假

性囊肿。假性囊肿胰液渗漏至胸腔，引

起了“胸水”，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症状。

针对娇娇的病情，经过多次论证和

方案推演，专家组决定对孩子进行“逆行

胰胆管造影”（ERCP）治疗——一种通过

微创手段治疗胆胰疾病的先进技术。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是全国儿童专科医院中

少有的能开展ERCP的专科医院。8月

中旬，儿童胆胰诊治中心主任邓朝晖医生

团队为娇娇实施了ERCP治疗，胰管支架

顺利地被置入了假性囊肿囊腔之中，引流

出胰液至肠腔。术后，娇娇的胸腔积液较

术前明显减少，胰液也不再流向胸腔了。

终于，在儿中心多学科团队的共同

努力下，困扰娇娇整整一年的“胸水”得

以“治理”，她又露出了天真烂漫的笑容。

不放过检查报告中的“蛛丝马迹”

儿中心精准治愈
女孩胸腔积液顽疾

东方医院脑卒中中心主任李刚（左二）在为患者进行手术。 □东方医院 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琪）昨天，由复旦大

学附属浦东医院牵头的上海血管病科普

学院首站活动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开课，国内首个血管主题 IP“血管超人”系

列科普漫画人物形象同期公开发布。

“父母亲等长辈在家庭群最让小辈们

头疼的是什么？排名第一的就是健康伪

科学。这也说明健康知识是老百姓最关

注的话题之一。”作为上海血管病科普学

院的发起人，国家脑防委缺血性卒中副主

委、上海市医学会血管外科分会候任主

委、浦东医院院长余波也是“血管超人”形

象背后的专家。他介绍说，心脑血管疾病

位居疾病死亡率首位，而我国脑卒中发生

率正以每年 8.7%的速度持续上升。在上

海，远郊发病率增速更是高于城区平均

增速。新片区很大一部分处于远郊，因

此，科普学院首站活动就选择了泥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首次亮相的“血管超人”漫画形象

中，主讲人“波波医生”戴着黑框眼镜，身

披白大衣，讲述主角“脉管侠”与反派角色

“斑马仔”“栓子二兄弟”斗智斗勇的故

事。令人期待的是，该 IP创意来自于复旦

大学附属浦东医院，由本报制作团队执

行。

现代医学突飞猛进，信息的传播方式

也越来越多元，但是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

仍有待进一步提高。“直接讲枯燥的道理

不如看漫画，而且，让没有多少医学知识

的人，一看到‘血管超人’的形象就想看下

去——这就是我们想做浦东医学‘漫威’

科普系列的初衷。”余波表示。

“血管就像我们旁边的泐马河，颈动

脉斑块就像河里面水流变缓以后，形成了

淤泥沉积，久而久之，就影响了血管内血

流的通行。不仅如此，斑块脱落也是造成

中风的元凶之一……”在第一堂课上，浦

东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汤敬东以台

下听众们所熟知的身边的河名作比喻，为

全科医师们讲解动脉斑块的形成、进展及

不同预后的处理。听完课后，泥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全科医师董克清表示，听了汤

敬东生动的讲解，对颈动脉斑块有了更深

入的认识。

王老伯是泥城社区的居民。他外地的

一名亲戚前段时间发生了小中风，刚刚在

浦东医院做了颈动脉斑块切除，并且从主

刀医师余波那里听到了一句让人记忆深刻

的话：防中风，看脖子。王老伯觉得这句话

很重要，到处告诉亲朋。可是亲戚朋友听

不太懂，王老伯也讲不清。昨天的讲课，王

老伯特意把亲朋好友都叫上了，“在家门口

就可以听专家深入浅出地讲解血管疾病成

因和防治，真的是太有帮助了！”

据悉，浦东医院不仅是区域医疗中

心，还是浦东唯一的脑卒中高级中心，脑

卒中高级中心的要求包含了科普这一

项。余波表示，要以疾病早防早治，科普

知识先行为手段，降低区域内常见的慢性

疾病发病率，特别是降低脑卒中发生率和

死亡率。下一步，血管病科普学院将以浦

东南部新型医联体为基础，有序开展全科

医师带教、科普知识普及、社区百姓早筛、

高危人群义诊活动，将医学科普知识送到

百姓身边，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尽

早发现疾病、治疗疾病，减轻致残率致死

率，减轻个人、家庭、全社会的经济负担。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8月20日，国

家医保局公布了新版国家基本医保、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药品目录。此次目录

调整常规准入部分共新增148个品种，覆

盖优先考虑的国家基本药物、癌症及罕见

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药、儿

童用药等。新版目录自 2020年 1月 1日

起正式实施，2017年版目录同时废止。

共调出150个品种

新版目录常规准入部分共 2643 个

药品，虽然总数变化不大，但药品结构有

较大变化。

常规准入部分共新增 148 个品种，

覆盖要优先考虑的国家基本药物、癌症

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

用药、儿童用药等。其中，通过常规准入

新增重大疾病治疗用药 5个，糖尿病等

慢性病用药36个，儿童用药38个。

从调出的品种看，共调出 150 个品

种，其中约一半是被国家药监部门撤销

文号的药品，其余主要是临床价值不高、

滥用明显、有更好替代的药品。

此次常规准入的药品甲类数量适当

增加。目录中收载甲类药品 640个，较

2017年增加46个，其中西药398个，中成

药 242个。此外，此次调整将 74个基本

药物由乙类调整为甲类。

据了解，甲类药品是临床必需、使用

广泛、疗效好、同类药品中价格低的药

品。乙类药品是可供临床治疗选择使

用、疗效好、同类药品中比甲类目录药品

价格较高的药品。甲类药品可全额报

销，乙类药品需要自付 20%的费用。这

意味着，未来更多药品可由医保、工伤保

险或生育保险来全部支付。

128个药品拟纳入谈判

对于临床价值高但价格昂贵，或对

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根据专

家评审和投票遴选结果，初步确定将128
个药品纳入拟谈判准入范围，包括 109
个西药和19个中成药。

据了解，这些药品的治疗领域主要

涉及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病、丙肝、乙

肝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等。许

多产品都是近几年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新

药，也包括国内重大创新药品。

据了解，拟谈判药确立后，下一步将

征求企业谈判意向，确定最终谈判药品

名单。未来，根据谈判价格，确定纳入医

保支付的药品。

新增148个品种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发布
28分钟，为生命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东方医院打造溶栓闭环服务圈

波波医生“脉管侠” “斑马仔” “栓子二兄弟”

“血管超人”系列科普漫画人物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