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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医院大门到成功置入支架仅 57 分钟

一危重心梗患者被成功救治
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专家王海波：胸痛中心模式创建了心梗救治的快捷方式

在第 28 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
议上， 市中心医院心脏诊疗中心作为
淮海经济区唯一一家应邀参加急诊
PCI 实况转播的医疗中心， 实时转播
了一例急性心梗 PCI 术。
快捷、科学、规范的救治，挽救了
一例重症心梗患者的生命。 该院胸痛
中心的先进运作模式， 也赢得了专家
的首肯。
胸痛中心成为心梗救治的“快捷
方式”，市中心医院的前沿理念和领先
做法值得关注。

D-to-B：仅用了 57 分钟
这是一次成功的救治。 尤其是
D-to-B 仅用了 57 分钟。
在这里解释一下，D-to-B。 这个
在心脏救治领域备受关注的词语，其
含义是患者进入医院的大门(Door)到
急诊介入治疗术中球囊(Balloon)扩张
时间。
我们把时间回溯到 10 月 12 日晚
上。 当晚 10 点 10 分的时候，60 岁的
许先生被紧急送到市中心医院急诊。

来到医院的时候，许先生胸闷胸痛，剧
烈的疼痛让他大汗淋漓， 甚至意识也
有点模糊了。 陪同的家人介绍说，此前
许先生感觉到胸口不适， 起初家人没
太在意。 没想到，不到 2 个小时，许先
生胸闷胸痛的症状快速加重， 这才紧
急送医。
救治迅速展开。
10 点 10 分 ， 许 先 生 到 了 急 诊
科。 两分钟以后，许先生的心电图就
已经上传到了该院胸痛中心。 心内
科值班医师刘玲玲在手机上看到心
电图后即刻前往急诊室会诊， 询问
病史及体格检查并结合心电图检
查， 确诊病人为急性下壁 + 后壁心
肌梗死。
刻不容缓。 10 点 35 分，经过与
患者及家属沟通后，医生们决定立即
手术。
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专家、中西
医结合心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海
波和他的同事们早已在导管室准备
就绪。
10 点 50 分， 许先生在医生及急

诊科护士陪同护送下到达导管室，即
刻开始冠脉造影，显示患者右冠闭塞，
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行右冠支架植
入术。
11 点 7 分，球囊扩张到位。 11 点
23 分，手术顺利结束，许先生胸痛症
状有效缓解， 转入 CCU 进一步治疗。
手术时间不到 30 分钟，D-to-B 时间
仅 57 分钟。

时间就是生命， 这次成
功救治赢得专家点赞
当天晚上的这次急性心梗救治，
是第 28 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实
况转播的多例手术中的一例。
从许先生进入市中心医院急诊，
到介入手术球囊扩张顺利完成， 仅仅
用了 57 分钟， 比业界普遍要求的 90
分钟大大提前。 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
对许先生的成功救治， 赢得了与会专
家的一致好评。
时间就是生命， 这在心内科急救
方面，是铁的法则。
据卫生部 《中国心 血 管 病 报 告

家庭医生
大量水分渗出，加重血液浓缩，可能导
致受伤皮肤细胞坏死;同时，盐被吸收
进入血液容易引起高钠血症， 还可能
引起神经系统症状，甚至导致休克。
红药水和紫药水。 红药水和紫药
水曾经是很多家庭药箱里的必备药，
但事实上，红药水的杀菌作用很弱，并
且含汞，对人体有一定的毒性;紫药水
只能用于未破损的皮肤上， 其中含有
的龙胆紫还具有潜在的致癌作用，杀
菌效果有限。 涂抹这两种药水会掩盖
伤口本来的面目，使得就诊时，医生无
法看清患处的真实情况， 影响伤口的
清创。 现如今，它们已被淘汰出消毒用
药了。
以上几种消毒
“
土招”建议大家慎
用， 下面几种方法可以根据自己的伤
口情况选用。
碘伏。 医用碘伏的浓度较低，刺激
性较小，可直接用于多数情况下皮肤、
黏膜的消毒。 碘酒与碘伏相比，刺激性
较强， 会让伤口产生较为明显的烧灼
疼痛感，可用于程度较轻的挫伤、擦伤
等一般外伤的消毒。 酒精可用于小伤
口消毒，其刺激性较强，不适宜黏膜破

胸痛中心： 心梗救治的
“快捷方式”
对许先生的成功救治， 是市中心
医院胸痛中心成立以来众多成功急救
的一个缩影。
作为目前心梗救治的最前沿理
念和模式之一，“胸痛中心”是一种新
的医疗模式， 它是一种胸痛急救网
络，通过多学科（包括急救医疗系统
（EMS）、急诊科、心内科、影像学科）

及基层医院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合
作和流程优化，实现快速诊断、及时
治疗、降低死亡率、改善临床预后的
目的。
基于这个原因，胸痛中心也被称
为心梗救治的
“快捷方式”。
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筹建于 201
4 年 9 月，同年 12 月正式运行。 它以
省重点专科心脏诊疗中心为核心，联
合急诊科、导管室、心外科、胸外科、
血管外科、呼吸科、CT 等科室，与 5
县（市）区医联体医院和 120 整合，以
医疗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支撑，建立了
覆盖全市及周边 5 县（市）区区域的
协同胸痛救治网络。 2015 年 7 月通
过了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委员会
专家组的现场验收；9 月正式被中华
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胸痛中
心认证工作委员会授予“中国胸痛中
心”荣誉称号。
2016 年 7 月，经中华医学会心血
管病学分会、 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
委员会认证， 徐州市中心医院胸痛中
心被评为首批国家级“胸痛中心示范
中心”，这也是苏北及淮海经济区第一
家国家级示范中心。
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提供的资
料 表 明 ， 该 中 心 2016 年 完 成 急 诊
PCI 手术 700 余例，居华东地区同级
医院首位，急性心梗患者从医院大门
到 导 管 室 球 囊 扩 张 平 均 用 时 77 分
钟，救治水平获得了国内外专家的认
可，获得第一批国家级“胸痛中心示
范中心”称号。
文 / 记者 周爱田 通讯员 张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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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消毒，慎用这些“
土办法”
撒食盐、抹唾沫、涂药水、敷野菜、
用碘伏……不小心受伤后， 人们给伤
口消毒止血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 哪
种靠谱?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烧伤
整形科主治医师于冰为你详解。
唾沫。 口水中虽然含有一些杀菌
酶，但效果有限。 而且，唾沫本身也有
一定的细菌，可能起到相反作用。 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提供唾沫的人患
有龋齿、 念珠菌病或牙周病等口腔疾
病， 唾沫里的细菌成分会大大增加伤
口感染风险。
野草野菜。 外出游玩不小心受伤
时， 老人们常建议将野草野菜嚼碎或
捣碎敷在伤口上。 有些野草野菜虽然
有一定的杀菌消毒作用， 但不能保证
它们本身是干净无菌的， 并且有些野
草野菜并不利于伤口的愈合。 因此，如
果是不认识的野草野菜， 又不能确保
它们是干净的情况下， 不推荐使用这
种方法进行消毒。
食盐。 食盐确实有助抑制细菌繁
殖，但不能用作人体消毒剂。 因为它会
让人体组织脱水，引起严重疼痛。 更严
重的是，将食盐直接撒在创面上，会有

2013》统 计 ， 我 国 心 血 管 病 死 亡 占
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 的 首 位 ， 每 5
个成人中有 1 人患心血管病，且患
病 率 处 于 持 续 上 升 阶 段 ， 今 后 10
年心血管病患人数仍将快速增长。
我国目前以胸痛为主要表现的心
脏病死亡率、 致残率居高不下，每
年我国心血管病的死亡人数高达
350 万。
王海波主任强调说， 心脏病患者
若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抢救， 绝大部分
是可以挽救的。 急性心肌梗死最有效
的治疗手段是通过急诊冠脉介入手术
（PCI）或药物溶栓来打通堵塞的血管。
急性心肌梗死的最佳救治时间是发病
后的 6-12 小时，越早越好。 但在传统
的救治模式下， 由于缺少有效技术手
段，院前与院内没有有效衔接，通常患
者打电话到 120 求救，120 将患者送
到最近医院的急诊科，先做各项检查、
会诊、准备手术、等家属签字、再做手
术，整个过程要费很多时间。 很多患者
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 在等待中失
去生命。

损处的消毒，否则可能加重黏膜破损，
延缓愈合。
双氧水。 浓度等于或低于 3%的双
氧水(主要成分为过氧化氢溶液)，可用
于深部伤口的清洁。 污染严重的深部
伤口一般先用双氧水冲洗， 再用生理
盐水冲洗，最后用酒精消毒。 双氧水不
宜接触眼睛和外耳道的皮肤破损处，
否则可能影响视力和听力。
红花油。 红花油具有止痛、消肿和
抗炎的作用， 常用于运动中出现的软
组织挫伤。 不过，红花油不能用于有皮
肤破损、出血的伤口，也不能接触眼睛、
口腔等黏膜。此外，扭伤后局部肿胀，也
不建议用红花油，以免加重病情。 过敏
体质者也应慎用红花油。
于冰建议，小且浅的伤口，处理时
应先用清水或无菌生理盐水冲洗伤口
及周围， 然后用湿的纱布将伤口的血
液及污垢由内向外清除， 尽量不要贴
创可贴。 如果伤口较深或被生锈的东
西刺伤，除了简单处理外，还要使用双
氧水清洗，并及时到医院就诊。
（受访专家：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烧伤整形科主治医师 于冰）

高盐每年杀死 160 万人
发表在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
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全世界每年因
高盐饮食引起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
大约为 160 万。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
给出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盐摄入量不
超过 5 克，但我国人均每日盐摄入远
超这一标准， 达到推荐量的 2 倍以
上。 而这也使得国人心血管疾病的患
病率居高不下。
高盐对人体的危害已经是老生常
谈。 大量临床数据反映，高钠摄入与人
体血压呈正比， 高盐饮食有升高血压
的作用； 吃盐多还能使血浆胆固醇升
高，有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预防
盐摄入过量已经成为防治心脑血管疾
病的重中之重。 避免吃盐过多，应从两
方面同时下手：一是少吃看得见的盐，
二是少吃隐形盐。
少吃看得见的盐， 就要烹调食物
时少用盐，试着用香料、药草或其他天
然调味品代替盐，例如大蒜、姜、百里
香、柠檬草等。 有些人喜欢在做鱼和肉
时多放盐，然后用白糖调味，其实鱼和
肉本身就含有无机盐， 烹饪时可以少

放或不放盐。 餐馆菜品用盐量会明显
高于在家烹饪， 应适当控制每周下馆
子的次数，且要少点汤。
隐形盐更要严防。 一是注意食盐
以外的调味料， 一瓶普通酱油的含盐
量最低也在 15%以上，每 100 克味精
中含盐量为 20.7 克，远高于人们印象
中很咸的豆瓣酱、辣酱、豆豉等。
二是罐头和腌制食品， 金枪鱼罐
头、 午餐肉罐头、 熏肉或腌渍物如红
肠、卤味、酱菜等都含有大量的盐。
三是甜品，奶酪、面包、饼干等成
胚后储存发酵前， 表面要抹上一层盐
来腌制，这是发酵和储存的必备工序。
冰淇淋在制作过程中， 为了口味的完
美也会加很多盐。
四是汉堡、薯条、方便面等快餐，
既是垃圾食品，也是藏盐大户，一包方
便面的含盐量能达到 6.7 克， 吃一袋
方便面就超出了一天的食盐份额。
五是腐乳、咸鸭蛋、皮蛋、豆腐干
等一些佐餐小食，高盐且营养有限，尽
量少吃；炒葵花子、小核桃、花生米等
炒货也是隐形盐大户。

常备药箱

小秒方

降压药为何效果
“变差”

胃寒打嗝，煮点丁香柿蒂

有些高血压老病号发现， 降压药
用了三五年后，效果慢慢
“
变差”了，不
仅血压开始变得不稳定， 还开始出现
肝肾并发症。 临床观察发现，多数降压
药效果“变差”，主要与以下几种原因
有关：
疾病发展。 高血压可能累及肝肾，
且有些影响是不能逆转的。 这并不单
纯是药物本身的原因， 但通过调整用
药能改善。 例如很多人从开始的单纯
血压高，逐步出现血脂高、尿酸高或血
糖高等多种情况， 这就需要考虑联合

用药来保护心脑肾等靶器官， 减少并
发症。
用药不规范。 如果没有坚持服药，
擅自调整用量， 可能影响药物发挥效
果。 有的患者从经济角度考虑；有的人
觉得“是药三分毒”，不愿背上“药罐
子” 的包袱， 自我感觉好的时候不服
药，自觉血压高、发晕和难受时再吃几
天药，这都会影响药效。
药物没及时调整。 医生会根据每
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开药， 但患者个体
差异大，应定期复查，必要时调整用药

方案。 如果一种降压药开始服用时效
果好，却没有定期复查，一般长期效果
不会太好。
不少降压药用得越久， 降压疗效
反而更强，如缬沙坦（商品名代文）等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因为它的
降压作用是通过阻断受体起效的，服
药后 1 年作用较 6 个月强，6 个月较 3
个月强。 因此，当服药有效时，不必频
繁更换品种。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内科
教授 欧细平)

呃逆即打嗝，是指气从胃中上逆，
喉间频频作声，声音急而短促，由横膈
膜痉挛收缩引起。 打嗝虽说是一个常
见的生理现象， 但是在某些场合不免
让人既无奈又尴尬。 引起呃逆的原因
很多，大部分与饮食有关，特别是过食
生冷食物后容易发生。
胃寒呃逆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呃声
沉缓、得热呃减、遇寒则甚、胸膈及胃
脘不舒、食欲不振、大便不成形等。 根
据寒者温之、逆者降之的治疗原则，可
将丁香 6 克、 柿蒂 10 克、 高良姜 10

克、刀豆子 10 克水煎服，每日二次。
丁香味辛性温，归脾、胃、肾经。《开
宝本草》称之可
“
温脾胃，止霍乱”。 柿蒂
为柿树科植物柿子的干燥蒂托， 味苦、
涩，性平，专入胃经，可降逆下气。
在日常保养方面，不要吃过多寒凉
的食物，如冰激凌、冰镇饮料、苦瓜等；注
意保暖，尤其是不要穿露脐装；此外，还
可以艾灸神阙或关元穴（脐下四横指），
能温阳散寒。 如果打嗝频繁或出现顽固
性打嗝，要及时就医。（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中医医院治未病中心 郭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