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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第 ７１ 届世界
卫生大会 5 月 ２１ 日在日内瓦开幕。
会议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旨在未来 ５ 年使全球享有更好医疗
保健和健康福利的人口显著增加。
其核心是实现 “３ 个 １０ 亿 ” 健康
目标 ： 全民健康福利覆盖人口新
增 １０ 亿人， 在发生突发卫生事件
时受到更好保护的人口新增 １０ 亿
人 ， 健康得到改善的人口新增 １０
亿人。

世卫组织此前发布的最新版
《世界卫生统计》 报告强调， 目前
世界上仍有半数人口无法获得所需

的卫生服务。 全球每年 ７０ 岁以下
人口中有 １３００ 万人死于心血管疾
病、 慢性呼吸道疾病、 糖尿病和癌
症 ， 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 ；
２０１６ 年平均每天有 １．５ 万名 ５ 岁以
下儿童死亡。

世卫组织表示， 为实现 “３ 个
１０ 亿” 的健康目标， 除向各国提供
技术支持外， 还将呼吁各国政府推
进全民健康， 并明确谴责任何有害
健康的做法。 同时， 世卫组织承诺
将基于各国国情和能力， 提供灵活
有效的相关技术援助和服务。

在此届大会上， 中国代表团团

长、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马晓伟做了主题为 “人人享有健
康： 承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的发
言。 他表示， 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加
强合作， 为减少健康不公平、 谋求
全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马晓伟说， 中国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道路上始终将人人享有健
康作为奋斗目标， 提出实施 “健康
中国” 战略。 承诺到 2030 年 ， 居
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9 岁， 婴
儿死亡率、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千分之五、

千分之六点零和十万分之十二， 基
本实现健康公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
高收入国家行列。

马晓伟还表示， 中国积极参与
全球卫生治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
全民健康覆盖。

马晓伟说， 今年是中国派遣援
外医疗队 55 周年。 半个多世纪以
来， 中国向 69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
了 2.5 万名医务人员， 救治患者 2.8
亿人次。 就在他发言的同时， 正有
1000 余名医务人员在 53 个国家和
地区为当地的民众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尚平） 5
月 16 日， 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急诊室， 一位患者的心脏处在
随时罢工的边缘 ， 该院 “爱克
魔 ” 团队临危受命 ， 仅耗时 15
分钟， 一颗心脏从静止到再次跳
动， 一条生命被救起。 这不是魔
幻 ， 这是一场 “生死时速 ” 的
ECMO 手术。

ECMO， 也 被 人 称 “ 爱 克
魔”。 ECMO 是走出心脏手术室的
体外循环技术。 其原理是将体内
的静脉血引出体外， 经过特殊材
质人工心肺旁路氧合后注入患者
动脉或静脉系统， 起到部分心肺

替代作用， 维持人体脏器组织氧
合血供， 相当于给患者装了一个
“人工心肺”。

当日中午 ， 这场 “生死时
速” 开始。 12 时 13 分， 湘雅三
医院 ECMO 团队接到通知， 有一
名来自浏阳的爆发性心肌炎患者
将要送到急诊室， 团队需立即完
成准备工作， 患者一到立刻予以
ECMO 体外生命支持。 不料， 在
来院途中患者突然出现濒死感，
极度躁动。 患者到达该院急诊室
时， 心电图检查提示室性心动过
速。 根据以往经验， 患者随时可
能猝死。 14 时 35 分， 患者到达

ICU。 14 时 45 分， 完成过床、 监
护、 简单交接， 开始剪去患者衣
物、 消毒， 手术开始。 15 时整，
手术完成， 顺利体外转流。 病人
就位到手术完成 ， 仅仅用了 15
分钟。

爆发性心肌炎就是心脏 “得
了重感冒”， 是病毒性心肌炎中
的重症期表现， 其发病迅速， 若
不及时治疗， 死亡率较高。 治疗
爆发性心肌炎， 可先装一个人工
心脏 （ECMO） ， 让人工心脏替
“感冒” 的心脏干几天活， 让心
脏休息下来， 一般休息 3～5 天就
好了， 再把人工心脏拆掉。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爱克魔”手术上演救心生死时速

�������� 5 月 21 日 ，
张家界市永定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在
该区天门山镇举行
了以“健康张家
界·幸福家庭” 为
主题的宣传及义诊
服务活动， 医疗服
务组为群众提供了
包括妇科疾病、 孕
前优生、 二孩保健
等义诊及健康咨
询。 据悉， 5 月份
以来， 该区共为近
3 万名群众开展了
免费体检， 与 5 万
余名群众签订了家
庭医生协议。

通讯员 欧爱琼
摄影报道

健康张家界·幸福家庭

������本报讯 （通讯员 彭薇凝） 5 月 14
日， 在成都开往长沙的 k504 列车上 ，
一名 50 岁男子突然心跳骤停， 就在千
钧一发时刻， 一名女子挺身而出上演了
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人善举， 当成功挽
救病人后， 她悄然消失在人群里。 为了
找到这位好人， 媒体通过在场旅客拍摄
的视频四处寻觅， 得知救人女子系常德
市第四人民医院护士王群。 随即， 中央
电视台 “朝闻天下” 栏目等竞相报道，
为她的救人善举点赞。

事发时， 安静的车厢里突然响起了
让人急切且揪心的广播声： “各位乘
客， 列车车厢有人突发疾病， 急需要医
护人员。” 听到广播后， 王群拔腿就朝
发病旅客的车厢跑去。 只见一位 50 多
岁的中年男旅客面色苍白， 表情十分痛
苦， 已经开始出现意识模糊， 王群检查
发现已经无法扪及颈动脉搏动！ “情况
危险， 快！ 赶快抢救！” 王群深感情况
不妙， 立即双膝跪地， 一边为病人进行
胸外心脏按压， 一边指导列车长配合进
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时间一秒一秒过
去， 王群和列车长已经有些体力透支，
但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生命的挽救。 经
过五六分钟的紧急抢救， 终于， 病人渐
渐恢复了心跳和自主呼吸。 在现场群众
的帮助下， 病人随即送往就近医院继续
治疗。

护士王群救人不留名
央视点赞

世界卫生大会公布“3个 10亿”健康目标

读懂这份最新用药指南
成人失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