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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琳） 脑卒中发病后
24 小时的时间窗内， 启动中低剂量
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双靶点联合抗
血小板药物治疗， 短程应用 21 天，
可降低高危脑血管病复发风险。 11
月 4 日，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介绍，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天坛医院王拥军教授首创的
脑血管病治疗方案 “CHANCE 新方
法”， 日前已被中国、 英国、 加拿
大和美国四大脑血管病管理指南，
列为最高级别证据向全球推荐， 成
为该病治疗的国际最高标准。

据介绍， 王拥军团队开展大型
临床试验， 历经 4 年的持续研究证
实， CHANCE 新方法不仅使高危脑
血管病复发风险相对下降 32%， 还
不增加出血的副作用。 研究论文于
2013 年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上
发表， 次年即被作为单独的治疗推
荐意见写入美国指南， 但当时推荐
级别仅为 IIb 级 （可能获益大于风
险）， 原因是该方法并未在欧美人
群中获得验证。

2018 年， 美国发表了与该研究
设计相似的 POINT 研究， 但该方法

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持续 90 天，
结果显示， 该方法降低卒中复发风
险与 CHANCE 结果一致， 但是出血
风险明显增高。 随后， 2018 年美国
指南将 CHANCE 方法的推荐等级提
升为 IIa 级 （获益大于风险）。 之后
在王拥军牵头下开展 CHANCE 和
POINT 两个临床研究数据间的联合
分 析 等 研 究 ， 进 一 步 证 实 了
CHANCE 治疗新方法的有效性、 安
全性和普适性。

近日， 美国卒中学会 《急性缺
血 性 脑 血 管 病 管 理 指 南 》 将

CHANCE 治疗新方法作为一条最高
级别的治疗证据向全球推荐， 确定
了 CHANCE 治疗方法是防止高危非
致残性脑血管病复发的最佳治疗方
法， 并全面采纳了 CHANCE 新方法
中的用药方案。 至此， 中英加美四
大全球公认的脑血管病管理指南，
全部将 CHANCE 治疗新方法列为最
高级别证据， 向全球推荐。

目前， 该疗法在国内已累积减
少 86 万脑血管复发病例， 减少直
接住院花费 172 亿元， 为减轻我国
脑血管疾病负担作出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瑾容 梁辉 何荣）
“来了， 来了……” 11 月 3 日下午 5 时 10
分， 伴随着由远及近的轰鸣声， 一辆航空救
援直升机降落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
停机坪， 为从常德市澧县人民医院转运来的
外伤男童小麒 （化名） 开辟出一条空中转运
通道， 省、 县两家医院由此展开一场生命救
援接力……

9 岁的小麒是澧县某小学学生， 11 月 1
日上午意外受伤， 被送到澧县人民医院抢
救。 经骨科、 普外科、 神经外科、 重症医学
科、 麻醉科等多学科会诊， 初步诊断为： 颅
底骨折、 颅内出血、 双侧肋骨多处骨折、 骨
盆骨折、 双侧气胸、 双肺挫伤等多发伤， 随
即将其转入重症医学科监护治疗。

经过两天的积极救治， 小麒病情暂时趋
稳。 但由于孩子年龄小， 且全身多脏器受损，
为了让他得到上级医院的进一步诊治， 经家
属同意， 决定转往湖南省人民医院继续治疗。
从澧县到长沙， 车程需要三四个小时， 为避
免长途转运风险， 减轻孩子的痛苦， 澧县人
民医院决定采用直升机转运， 并及时与湖南
省人民医院医务部、 急诊 120 中心、 急诊医
学科、 社会医学部、 院办等部门进行联系、
报备， 急诊医学科主任韩小彤主任等进行转
运风险评估和急诊接诊人员调度。

11 月 3 日下午 4 时 10 分， 直升飞机从
澧县人民医院起飞； 与此同时， 省人民医院
也做好接机准备。 下午 5 时 10 分， 直升飞
机顺利降落， 小麒被立即送往省人民医院天
心阁院区急诊创伤中心。 早已等候在此的急
诊外科、 儿童重症医学科、 儿童骨科、 神经
外科、 心胸外科等科室专家立即进行会诊，
急诊 CT 检查显示： 颅底骨折、 右肱骨骨折
错位、 胸腔挫伤、 双侧气胸 （引流后）、 右
肾挫伤， 随即将其转入儿童重症医学科监护
治疗。

“此次转运是澧县人民医院乃至澧水流
域首次使用航空救援方式转运重症患者”，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李小松表示， 随着群众
生活水平和医疗需求的提升， 航空转运危急
重症病人逐渐成为常态。

��������10月 31日，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举行“祖国颂 妇幼情” 庆祝活动。 该院 60 多名离退休职工
欢聚一堂， 放声歌唱对祖国的满腔热爱， 尽情抒发对妇幼的一往情深。 活动中， 离退休职工还
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 参观了该院新落成的妇幼健康服务大楼即仁济楼， 并为 5 位与共和国同
龄的退休职工献上生日蛋糕， 祝福她们生日快乐， 同时， 也祝福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通讯员 庞意阳 谭梦姣 黄希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魏闻） 11 月 2 日，
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 有条件批
准国家 1 类新药甘露特纳胶囊
（GV-971） 上市， 用于轻、 中度
阿尔茨海默症 （以下简称 AD），
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该药作为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品种， 通过
优先审评程序在我国大陆上市，
填补了全球这一领域 17 年来无
新药上市的空白。

AD 俗称老年痴呆症， 主要
表现为认知功能和行为障碍及
精神异常等症状 。 GV-971 通
过调节肠道菌群， 影响中枢和
外周两个系统 ， 发挥抗 AD 的
作用。 临床研究表明， GV-971
口服吸收好 ， 可明显改善轻 、
中度 A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 ，
显著阻止病程恶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组织

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
专项， 2008 年以来， 不断完善
国家新药创新体系， 全面提升
我国新药创制水平， 产出了一
大批创新药和临床亟需药， 有
效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用药可
及性。 GV-971 是新药专项产出
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 该药的
成功上市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
创新药物研发领域的国际地位。

祖国颂·妇幼情

中国方案成脑血管病治疗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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