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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协办 8

行业动态

日前，会昌县人民医院紧急救治一名

心梗“电风暴”患者，如今患者顺利转危为

安，病情稳定。

9月 1日下午 3时许，患者宋某骑摩托

车时突然出现胸痛，在家属陪同下前往会

昌县人民医院就诊。宋某在该院心电图检

查提示其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并很快出

现意识丧失、心跳停止等状况，心电监护仪

提示患者出现室颤。医务人员立即给予心

肺复苏，电除颤后患者心跳、意识恢复，

但随后十多分钟内，患者反复出现 4次心脏

骤停、心室颤动。在心内科及急诊科医护

人员的紧急抢救下，患者虽恢复心跳和意

识，病情仍非常危急。

这种在 24小时内连续发作超过 2次的

室颤或室速，称为“电风暴”，致死率极高。

宋某的“电风暴”是由心梗引发的，除此以

外，像心肌病、瓣膜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

病等也会引起“电风暴”。“电风暴”属于较

危险的恶性心律失常，也是心源性猝死的

主要原因。对于“电风暴”的抢救，尽快进

行电除颤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这位患

者是比较幸运的，由于抢救及时，在救护车

上和急诊科的除颤都为手术争取了时间。”

该院主管医师钟敏如是说。

虽经除颤、心肺复苏等抢救，宋某的

血压、心率得到了改善，但其病情仍未稳

定，如再反复发生室颤必将危及生命。因

此，该院立即启动了心血管病急诊绿色通

道，将宋某直接从急诊科送至导管室，由

心内科介入团队进行介入冠脉造影及支

架术治疗。术中，患者曾反复出现低血

压、呕吐；冠脉造影显示患者巨大回旋支

闭塞，前降支中段狭窄 80%。这种危急情

况下，医生在给宋某升压的同时也为他开

通回旋支闭塞血管，放置一个支架，开通

冠脉，改善心肌灌注。50分钟后，手术成

功，宋某转危为安！

术后，宋某被转入心血管内科监护室

接受密切观察。经心内科医务人员的精心

治疗，宋某目前病情稳定。刚从“鬼门关”

走了一遭的他百感交集地说：“感谢你们在

危急关头的全力救治，是你们不离不弃的

坚守让我重获新生！”

心梗发生有征兆，出现不适别硬扛。

该院专家指出，急性心梗发病突然，需在短

时间内开通血管方可挽救生命，幸运的是

宋某就诊及时，且在院内发生室颤得到了

及时除颤治疗，更关键的是入院后医院为

他立即启动绿色通道，为抢救赢得了宝贵

时间。为快速高效地救治心梗病人，会昌

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建立了从院前、院

内急救直达手术室、导管室的心血管急诊

绿色通道，救治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取得了

显著成效。

该院专家提醒市民，心梗发病虽然突

然，但其发生往往有一定的征兆，例如胸

痛，肩背、上肢疼痛，疼痛较剧烈且不易缓

解，咽喉部不适，或伴有恶心、呕吐、大汗等

症状。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应提高警惕，及

时就医。尤其是平时有高血压、吸烟等危

险因素的群众，更要提高警惕。患者发病

后切勿四处走动或自行去医院，这会增加

心脏耗氧，容易加剧病情恶化。一旦出现

急性心梗，要牢记两个 120，一是及时拨打

120呼叫救护车，二是救治黄金时间为 120
分钟。时间就是生命，如若发病请在最短

的时间送院急救。

反复出现心脏骤停 持续抢救转危为安
——会昌县人民医院成功抢救一名心梗“电风暴”患者纪事

□钟敏 文/图

主治医师为患者检查术后康复情况。

本报讯 （张睿）“20 多万元的治疗

费，我个人只出了 1万多元，大大减轻了

我的家庭负担。”近日，定南县一名脑动

脉瘤破裂患者感激地说。

今年 1月，赖某某因脑动脉瘤破裂

而住院治疗至今，共花去费用 21.56 万

元，高昂的费用让赖某某一家陷入困

境，后在该县医疗保障局的帮助下，通

过统筹基金报销，大病基金报销及职工

疾病商业补充保险补偿后，最终赖某某

个人自付费用 1.4 万元，仅占总费用的

6.49%。

赖某某的事例在定南并不是个例。

今年以来，该县在全市率先通过公开招

标方式引入第三方保险机构参与“城乡

居民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职工疾病医疗

补充保险”业务。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

心支公司参与城乡居民意外伤害医疗保

险外报业务；引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定南支公司参与职工疾病医

疗补充保险。

“引入第三方保险机构参与，不仅可

解决医疗保障经办人员不足的问题，还

可减轻患者家庭经济负担。”定南县医疗

保障局局长张晓清介绍，将城乡居民意

外伤害保险交由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承

办，借助保险机构网络遍布全国，相互协

查能力强的优势，对意外伤害免责情况

进行外调和稽核，达到有效利用基金的

目的。

据统计，今年 1月至 7月共发生城乡

居民因意外伤害住院治疗人数 890人，报

销医疗费 379.04万元；参保职工可补偿人

数为 440人次，医疗总费用 876.86万元，

统筹基金支付 477.33万元，大病基金支付 89.17万
元，个人自付 310.35万元，职工商业医疗补充保险将

对个人自付部分理赔 182.42万元。

本报讯（肖德俊）近日，赣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医师冯开明主刀手术，为一名患者从腰椎椎

管内取出一条 6厘米长的曼氏迭宫绦虫裂头蚴。目

前，患者术后转到普通病房，康复情况良好。

患者为 38 岁女性，自述 10 年前出现腰痛，伴

有双下肢放射痛，休息时疼痛缓解，未引起重视，

照常劳作。随后此症状反复发作，下肢疼痛交替

出现。一周前，患者左下肢疼痛明显加重，遂前往

赣州市人民医院就诊。门诊磁共振平扫及增强扫

描，发现肉芽肿，提示“腰 4-骶 1”椎管内肿瘤。经

综合诊断，建议实施手术将肿瘤状异物切除。冯

开明在术中发现，肿瘤内有一条活寄生虫，遂将寄

生虫取出。经检验科诊断，该寄生虫为曼氏迭宫

绦虫裂头蚴。

据患者介绍，她十年前有过吃蛙肉史，可能当时

食用未煮熟的蛙肉而感染了裂头蚴，裂头蚴进入椎

管形成肉芽肿，引起神经压迫症状，病史长达 10多
年，现经赣州市人民医院专业的诊断和治疗，才明确

病因，解除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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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医院为
十年腰痛患者解除病痛

让幸福养老的梦想照进现实
——石城探索医养结合服务新模式纪实

□宋贤霖 魏小霞 文/图

护理员为老人分发餐食。

近日，笔者走进石城县“舟楫莲花”

东城社区居家和养老服务中心，只见邹盛

环等十多位老人正在影视娱乐厅兴致勃

勃地观看《夕阳红》电视节目，欢笑不断。

而在卧床的 94 岁高龄老奶奶赖淑英床

前，因小便失禁，护理员黄萍秀、黄爱兰正

耐心为其更换被褥、洁身护理……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养老事业基

础设施薄弱双重压力，如何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让老年人有个健康幸福的晚年？近

年来，石城县积极探索医疗卫生和养老服

务融合发展路径，将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

功能进行整合，探索走出医中设养、养中

有医、机构协作和居家签约等四种医养结

合服务模式，有效保障了全县老年人的健

康养老需求。

据了解，到目前全县 16家公办养老

机构全面推行内设医疗健康服务，20家县

乡医疗卫生机构相继建立老年养护中心

或医疗康养楼，并配套建立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站点 38个。全县特困失能老人集

中照护率达 91%，走在全省前列。

“养中有医”的有效运作

石城县现有老年人 4.87 万余人，占

全县总人口的 14.5%，其中失能、半失能

老人有 8700 多人，特困供养老人 753
人。为此，该县把社会养老服务列为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积极探索医

养结合服务模式，着力加快健康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

围绕“养中有医”目标，该县大力支

持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服务机构，着力增

强敬老院等养老机构的医疗保健服务

功能。近年来，该县累计投资 1.3 亿余

元对全县 16个养老机构进行升级改造，

通过新建、改建和扩建逐步完善院内养

老机构的硬件及配套设施，使养中有医

服务模式得到稳步推进。小松、横江等

8 所养老机构内设有医务中心，设置有

诊疗室、注射室、观察室等功能用房，并

由当地卫生院派驻医生、护士常年坐

诊，为敬老院老人进行健康检查，开展

常见病诊治，致力将敬老院打造成为管

理精细化、队伍专业化、服务亲情化、设

施适老化、庭院花园化的“五化”公办健

康养老机构。

同时，该县针对其他 8所床位低于 75
床的敬老院，积极实施“机构协作”运作模

式，实行签约服务，由辖区乡镇卫生院开

展定期服务，为院内老人提供健康管理、

预约诊疗等健康服务，开辟转诊治疗绿色

通道，有效保障了在院老人小病治疗不出

敬老院门。

“医中设养”的大胆探索

早在 2018年 9月，由县民政局、县卫

健委合作共建的项目“石城县康养福利中

心”，在县第三人民医院建成并投入使

用。该项目总投资 2800万元，规划用地

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1700平方米，建

设项目包括综合大楼和失能半失能老人

集中养护楼，成为集预防、治疗、康复、养

护于一体的医养融合服务机构，采取“医

养一体”新型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集

医疗护理、康复保健、生活照料、心理治

疗、文化娱乐、亲情关怀于一体的医养服

务。目前，该康养中心入住失能、半失能

老人 148人。

“医中设养”在石城县第三人民医院

的成功尝试和科学运行，加速了当地医养

结合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步伐。去年

以来，该县投资1.55亿元，在县人民医院先

后启动建筑面积 19241平方米的康复医

院、残疾人康复中心和内科大楼“三合一”

项目，建筑面积 19803平方米的住院医技

楼和老年养护中心“二合一”项目。其中，

面积为 12186平方米的老年养护中心，融

养老居住、休闲娱乐、医疗保健、生活护理、

康养训练等健康养老服务于一体。总投资

5500万元的县第三人民医院的健康养老、

失能养老二期工程也已完成项目规划设

计。此外，投资 1100万元的横江卫生院医

养楼、投资 680万元的小松卫生院医养楼

等乡镇医疗卫生机构的老年康养项目，也

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

居家养老的健康理念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有翔实的服务流

程，对包括起床、穿衣、助行、如厕、洁身等

多个方面进行了护理行为规范，力求为老

人提供精心精细精致的专业照护和医疗

服务。”9月 11日，刚为做过胆囊切除手术

的糖尿病患者、90岁高龄的衷维恒老人测

量血压的“舟楫莲花”护士长黄会淋说。

为扩大健康养老的社会服务面，该县

采取扶持公办、鼓励民办、招商兴办等多

种运作模式，加快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建

设。去年，该县引进深圳市舟楫莲花养老

服务公司投资兴建东城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实行专业照护，建成集养老、

医疗、护理、康复、娱乐为一体的养老服务

机构，为老人提供健康养老、医疗保健、陪

护康复、科学养生和临终关怀等亲情化一

站式服务。今年 7月，由第一养老护理服

务（深圳）有限公司投资的综合福利院建

设项目，又成功落户石城。

“这种招商兴办模式，可以让民营资

本节省前期硬件投入，把有限的资金投入

到养老软件服务上，用来服务入住老人，

让老人们安享幸福晚年。”县民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纬说。据了解，到目前，全县

已配套建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点 38
个，有效开展助餐、助浴、助洁、助行、助

医、助急等健康养老“六助”服务。

把健康理念植入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切实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和康复需

求。作为全县首家非营利性运作的社区

嵌入式居家养老机构，该县城北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在实施“六助”服务的同时，

建立医保定点门诊部，配备专职医护人

员，为辖区老年人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定

期开展免费健康检查，及时提供健康资讯

服务，为当地打造出居家养老健康服务的

运作样板。

此外，该县对居家养老且有医疗护理

需求的，积极实施智慧养老，建立居家养

老数据平台，大力推行“居家签约”服务。

通过“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对出现头

疼脑热、紧急救援等情况的老人，通过服

务热线由签约医生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人员开展上门服务，实行家庭健康护理。

本报讯 （曾凡伟 记者刘荷英）9 月 11 日，赣

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针对贵州省的招生计划实

现满额投档，最低投档线达 412 分，创历史新高，

生源质量迈上新台阶。近年来，该校高职统招投

档录取持续向好，2020年文史类投档线 319分，高

出批次线 169 分，理工类投档线 309 分，高出批次

线 159分。

可喜的招生成果背后，是该校办学综合实力的

显著提升。该校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打造专业品牌

教学团队，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坚持开门办学，以对

接医药卫生健康产业为切入点，突出卫生职业教育

特色，探索推进“产教融合、校企（院）合作”办学模

式，开创引企入校、与医院合作办学，开设定向班、订

单班，合作创建产学研中心。截至目前，校企（院）合

作开设定向（冠名）班、订单班班级达 18个，合作创

建产学研中心 2个。

与此同时，该校依托学院“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所”平台，开展育婴师、国家基层卫生人员、乡村医

生、健康管理师等各级各类培训，为社会输送专业人

才 1万余人；积极响应赣州市主攻工业决策部署，主

动融入“两城两谷两带”建设，对接青峰药谷、章贡区

人才产业园，在园区内设立实习实践基地，为医药产

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突出办学特色服务地方医药产业发展

赣南卫职院2020年
生源质量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