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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吴蕾) 脑卒
中抢救， 贵在争分夺秒， 脑梗死
患者越早实施静脉溶栓或机械取
栓， 疗效越好。 DNT 时间是指从
患者入院到实施静脉溶栓治疗的
时间。 9 月 5 日， 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成功救治了一名急性脑卒
中患者， DNT 仅用 10 分钟， 再次
刷新了该院的记录。

9 月 5 日 18:30， 66 岁的林某
突发言语不清、 右上肢乏力等脑
卒中症状， 家人立即将其送往郴
州 市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 经 查 体
NIHSS 评分 3 分 (NIHSS 即神经
功能缺损评分， 主要用于脑梗死
患者的神经功能状态评估， 可以
通过评分选择个体化的治疗， 进
行预测预后和进行健康教育)。 该
院急诊科立即为患者启动卒中绿
色通道， 在卒中急救团队的紧密
配合下， 仅用 10 分钟便开始溶栓
治疗。 溶栓过程中， 患者症状逐
渐好转， 收治住院 24 小时后神经
内科医生查房， NIHSS 评分已降
至 0 分 (无症状)。

一个时间表， 让大家感受一
下在脑卒中救治中分秒必争的紧
张节奏， 充分诠释了时间就是大
脑的急救理念!

20:00 患者到达医院急诊分诊
台， 急诊为其启动卒中绿色通道；

20:01急诊卒中诊室医师接诊；
20:02 急诊护士开始采血并呼

叫标本运输大队送检；
20:05 血常规标本送达急诊检

验科， 同时患者被运送至 CT 室；
20:07 “医院卒中中心” 微信

工作群回报血常规检查结果；

20:07 完成 CT 检查， 卒中诊室
医生现场阅片确认脑梗死， 卒中
诊室医生从接诊就开始为患者家
属进行脑卒中知识的科普， 将科
普贯穿于整个抢救过程中；

20:08 生化实验室接收到 “凝
血常规” 和 “生化” 的标本；

20:08 家属在 “阿替普酶静脉
溶栓知情同意书” 上签字， 同时
急诊护士开始为患者配药；

20:10 开始静脉溶栓 (20 分钟
后患者肌力逐渐好转)；

20:32 “医院卒中中心” 微信
工作群回报凝血常规检查结果;

20:33 “医院卒中中心” 微信
工作群回报生化检查结果；

21:11 溶栓结束， 患者急诊留
观 1 小时后离开急诊， 收入神经
内科病房。

接诊该患者的神经内科李一
锋医师介绍， 急性脑梗死同 “心
梗” 一样危急， 对于急性脑梗死
的抢救是有明确的抢救 “时间
窗”， 在 “时间窗” 内越早治疗，
预后越好。 缺血会造成脑细胞死
亡， 一旦脑血管堵塞， 每延迟打
通一分钟， 神经细胞就多死亡 190
万个。 为了打通堵塞的脑血管，
国际上最有效的治疗就是用阿替
普酶行静脉溶栓。 国际指南建议
DNT 的时间在 60 分钟以内。 这位
患者的 DNT只用 10分钟， 得益于
该院脑卒中急救绿色通道近乎完
美的流程设置和团队的精诚合作。

据了解，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作为国家高级卒中中心， 医院
领导高度重视卒中绿色通道建设，
为急性脑梗患者开通 “绿色通

道”， 实行先诊疗、 后付费。 急诊
科及神经内外科均配备经验丰富
的医生， 能在最短时间内判断病
情， 并快速为患者进行血液检验、
头颅 CT 检查等。 每月医务部组
织院前急救、 急诊科、 神经内科、
影像中心、 检验中心、 总务部等
相关科室进行卒中中心绿色通道
质控例会。 在会议上分析溶栓患
者 DNT 延长的原因， 制定改进措
施并实施。 自从 7 月 1 日启动急
诊卒中诊室以来， 该院平均 DNT
已稳定控制在 30 分钟以内， 分别
为 29、 27 分钟， 达到了国内领先
的水平。 2021 年 7、 8 月连续两
个月平均 DNT 和 DNT 中位数均
排在全省前三， 且在最近公布的
2021 年 7 月全国高级卒中中心综
合排名位列 71 名。

李一锋提醒市民， 如遇突发
卒中， 请立即拨打 120， 把患者
送至有溶栓治疗经验和能开展神
经介入手术并建立卒中急救绿色
通道的医院救治， 切勿错过黄金
抢救时间。

专家简介： 姚晓喜， 主任医
师，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心医
院副院长、 神经内科主任、 神经
介入室主任。 擅长脑血管病的介
入治疗、 头痛头晕诊治， 团队年
完成脑血管病介入手术 1000 余
台， 开展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与
机械取栓、 脑动脉瘤栓塞术、 颅
内外血管狭窄 / 闭塞支架成形术
等手术。 获郴州市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 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获国家卫生健康委脑卒中防治工
程委员会优秀中青年专家奖。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紫寒） 9 月 10
日， 娄底市中心医院举办 2021 年庆祝
教师节暨教学工作表彰大会， 会议宣
读了两份表彰通报， 授予骨科教研室
等 3 个教研室为 “先进教研室”， 八病
室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等 5 个科室
“优秀护理带教科室”， 朱飞跃等 77 名
同志为 “优秀教师”， 孙玉红等 4 名同
志 “优秀教育管理工作者”， 段娜、 邓
佩等 “优秀住陪管理人员” “优秀住陪
教学秘书”， 龙红梅等 11 人 “优秀住陪
带教老师”， 陈晓平等 14 人 “优秀住院
医师” 荣誉称号。

�������9月 6日， 永州市中心医院零陵院区
迎来了几位特殊来宾， 他们带着八面锦旗
和一封感谢信来到产科病房， 满怀深情地
将锦旗和感谢信送到各相关科室医务人员
的手中， 感谢医务人员的全力救治和精心
护理。 这几位特殊来宾是该院近期成功抢
救的极危重孕产妇唐女士及其家属。

“8 月 11 日清晨， 产妇送到医院时血
压极低、 呼吸微弱， 且深度昏迷、 瞳孔散
大固定， 血气分析显示严重的乳酸中毒，
多器官功能接近衰竭， 命悬一线。 但我们
不抛弃、 不放弃， 尽全院之力， 把她从死
亡线上拉了回来。” 永州市中心医院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旧心有
余悸。

当天清晨 7 时 10 分， 产妇唐女士经
120救护车送至永州市中心医院产科， 腹
中胎儿已无生命体征， 产妇面色苍白、 全
身湿冷、 呼吸急促、 意识模糊， 双侧瞳孔
直径 6 毫米， 对光反射消失， 心率低至
30 次/分， 同时， 重度失血性贫血……唐
女士已怀有 8个多月的身孕， 这种感染性
休克与失血性休克并发的极危重孕产妇救
治工作， 给接诊的医务人员带来了更大压
力。

永州市中心医院立即启动危重孕产妇
MDT (多学科会诊) 救治方案， 召集产科、
重症医学科、 妇科等多学科专家进行联合
救治， 同时邀请了永州市卫健委等医疗机
构的专家进行联合会诊。 此外， 还发挥远
程医疗会诊系统技术和设备优势， 邀请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产科主任进行远程医疗技
术指导和评价， 集结了各方危重孕产妇救
治技术和力量， 对唐女士进行全力救治。

接诊医务人员一边积极抢救， 一边迅
速对唐女士进行评估， 迅速经绿色通道将
唐女士送入手术室。 11时 20分， MDT团
队经 4 个小时的全力抢救， 顺利完成手
术。 当天晚上， 唐女士恢复意识。 不料，
8 月 12 日凌晨， 唐女士出现腹腔出血，
血小板急剧下降， 因情况紧急血站不能马
上提供血小板以及新鲜全血， 经请示市卫
健委， 永州市中心医院 MDT 立即启动现
场采血方案。 该院输血科主任在情况危急
之时， 卷起衣袖， 毫不犹豫地为唐女士献
出了自己的鲜血。 同时， 产科、 麻醉科的
二位医师也加入了为唐女士献血的行列，
3 人共计献出了 700 毫升的应急鲜血。 8
月 20 日， 经过 9 天的恢复期， 唐女士已
可下床行走， 基本生活自理。

通讯员成文杰周纯陈琳刘宝玉

10分钟成功救治急性脑卒中患者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再次刷新 DNT纪录

��� 张家界市慈利县中医医院在
改善服务环境、 加强优质服务的
同时， 投入大量资金增添先进医
疗设备， 并强化技术培训， 有效
地提高群众就医服务满意度。 图
为 9 月 7 日， 慈利县中医医院
ICU开展心电监护操作培训。

通讯员 王伟 王健 摄影报道

心电监护操作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梁焕鑫 严丹)
9 月 6 日晚， 长沙县果园镇卫生院
智慧医养服务人员来到村民李剑忠
家， 为他进行第二次肢体康复及电
针治疗。 原来， 由于手术后， 李剑
忠腰部仍旧疼痛， 行驶缓慢。 他得
知果园镇卫生院上线了智慧医养平
台， 只需在 APP 上下单便可享受
医护上门服务， 9 月 6 日上午， 便
下单了肢体康复项目。

今年 5月， 果园镇卫生院依托
湖南省卫健委老龄处委托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 “移动医疗” 教育部中国

移动联合实验室， 利用 5G 互联网
技术开发出健康老龄平台， 让群众
享受专业化健康养老。 截至目前，
该院完成了各类服务 330多单。

针对医养 “最后一公里” 难
题， 果园镇卫生院推出 “5G 智慧
健康养老” 模式， 构建起通过互联
网提供上门服务、 研发适合于老年
人使用的移动端和电视端应用等，
让老年人知晓、 接受并乐于使用智
慧医养服务。

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 技
术人员便研发了大图标、 高对比度

的医养服务老人端 App， 支持语音
输入搜索， 并让老人端和子女使用
的家庭端 App 形成联动， 实现信
息共享。 目前果园镇已有数百名老
人自费购买各种医养服务包， 每天
护理、 康复等单项服务下单约有十
余项 。 2019 年 ， 果园镇卫生院
“嵌入” 敬老院， 建立了湖南省长
沙县果园镇医养中心， 医养中心由
长沙县果园镇敬老院提出医疗需
求， 果园镇卫生院综合二科提供医
疗服务， 形成了医疗和养老有机结
合的健康养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