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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秦紫霞 通讯员廖国梁 黄薇

看数据

多项关键医疗指标全面领先

“质控体现了胸痛中心团队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胸痛中心建设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是符合
现阶段医改方针的重要抓手。”中国胸痛中心监
督委员会主委葛均波院士在中国胸痛大会上对胸
痛中心的质控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过去的医疗模式下，对急性胸痛患者的快速
救治现状并不理想。从患者发病到 120，院前急救
到挂号就诊，再到专科接诊、送入手术室、接受治
疗，这个过程中耽误了不少时间。正因为如此，胸
痛中心应运而生。与传统的医疗模式相比，胸痛中
心通过急诊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胸外科/心
脏大血管外科、影像学科等相关多学科的合作，采
用快速、标准化的诊断方案，为胸痛患者提供更快
速准确的诊断、危险评估和更恰当的治疗手段。

面对急性胸痛导致的高致死率、高致残率，
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团队通过构建良好的协作机
制，实现精确的质量控制，缩短患者堵塞血管的
开通总时间，提升救治的成功率，为区域急性胸
痛患者的救治架起了一条“高速路”。

记者通过市人民医院端口登录中国胸痛中心
质控平台，看到近百组的数据库，通过对胸痛中心
日常工作的监控实时记录，数据分析一目了然。

“这个平台数据都是通过网络实时上传，各项
工作成绩在这里全部体现，也能通过这些数据掌
握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找到持续改进的方向。”市
人民医院副院长、胸痛中心主任刘桂勇说。

对胸痛患者的急诊介入手术占总手术比例超
过 25% 。急诊介入手术对于人员、设备的配合
要求极高，市人民医院是桂林首家开通 24 小时
急诊介入手术的医院，医护人员全天候待命。

导管室的激活时间平均为 7 分钟，远低于
国家标准的 30 分钟。该院心血管内科手术医师
和急诊科出诊医师的紧急联系电话设为一键启动
号码，确保急性胸痛患者能够得到最快的救治。

开通堵塞血管平均时间为 60 分钟，远低于
国际标准 90 分钟，达国内领先水平。心血管内
科是市内唯一一个拥有 2 台大 C 臂介入治疗系
统的科室，全院有 3 台，可同时开展多台介入
手术治疗。

对于自行来院或拨打本地 120 经救护车入
院的所有急性胸痛患者，从首次医疗接触到首份
心电图时间仅需 3 分钟左右，明确诊断心电图
时间仅为 1 . 5 分钟。这两项指标均低于国际标
准 10 分钟。

经救护车入院且接受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的急性心梗患者，绕行急诊和冠心病重症监
护室直达导管室的比例高达 70% 以上，远高于
国标要求的 30% 。

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成功率达 95%
以上，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在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指挥室里，该院胸痛
中心医疗总监、心血管内科主任伍于斌给记者解
释各个关键指标背后的意义和医务人员为之付出
的汗水和智慧，言语中透露出自信和骄傲。由于
在心血管内科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伍于斌获得了
“ 2017 年全国卫计系统先进个人”，是桂林市
直医院唯一获得此殊荣的个人。

确实，该院胸痛中心在通过认证后的近一年
时间里，多项核心指标从符合国家标准到远远超
过国家标准，能够以地市级医院的平台建设国家
级胸痛中心并且能够在与国内众多大型医院的评
比中崭露头角，成为全国的标杆，获得国内知名
专家的肯定和国家级荣誉，起到支撑作用的是医
院对学科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医疗质量控制体系的
不断完善。

建网络

专科联盟织就生命绿色通道

市人民医院是首批加入广西胸痛中心联盟的
医院，是桂林市急救中心挂靠单位，在急救医学
方面实力雄厚。今年 9 月，市人民医院与 11 家
县级医院签订联盟协议，桂林市“心血管专科联
盟”正式诞生。这是桂林市多家医院共同联合建
立的首个专科紧密型“联盟”。

该院胸痛中心已与 13 家各级医院、社区签
署了《关于胸痛病人协同救治及转诊工作协
议》，在胸痛中心建设、专业培训、鉴别诊断、
急救及转运、双向转诊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参
与协同救治网络的建设。今后，还将陆续与市内
多家三级甲等医院签署协议。

此外，市人民医院已与平乐、恭城、兴安、灌
阳、永福等 5 个县人民医院和市口腔医院签订了
医疗联合体协议，构建起长期稳定的区域医疗联
合体，作为国家级胸痛中心，医院还为县级医院专
设了“心脑血管急救绿色通道”，为县级医院转诊
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实施快捷有效的救治。

时间就是生命，对于突发胸痛的患者来说，
抢救过程争分夺秒意义重大。

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张继亮指着手机上的
一个 APP 介绍说：“医院划拨专项资金用于胸
痛中心建设，购入扁鹊飞救系统，胸痛中心医务
人员手机每人配备扁鹊飞救平台 APP ，目前实
现了桂林市 11 县 6 城区的全覆盖，建立长期联
络关系的医院有 30 多家，近 300 名医生。”

利用“扁鹊飞救”系统以及微信群实现远程会
诊、转诊、培训指导、床位预约、病例讨论等功能，经
救护车入院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从急救现场或救
护车通过远程传输，可以实现患者心电图、院前救
治信息的实时共享，帮助基层医生及时明确诊断。

前不久，一名家住全州县的患者突发胸痛，家
人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市人民医院接到任务
后立刻派出救护团队赶往全州。因路途遥远，来回
路程需要近 3 个小时。此时，当地医生即刻向“胸
痛中心网络医院”微信群发送了患者心电图，群内
的胸痛专家立即组织远程会诊，不到 2 分钟，确
诊该患者患急性心肌梗死。考虑来回全州的路程，
时间超过 120 分钟，“来不及，必须就地溶栓”，市
人民医院的专家当机立断，给出指导意见。

通过微信，心内科专家指导当地医生使用药
物和药剂用量，为患者成功溶栓。待急救车将患者
转入市人民医院后，直接推入介入手术室进行手
术治疗，手术顺利实施，血管被打通，患者得救了。

及时上传患者资料，快速准确判断病情、院
前院内急救无缝对接、抢救得当有效……这一系
列措施为抢救患者生命赢得了更多宝贵的时间。

随着市人民医院主导的区域性急救网络不断
完善，建立了一条急性胸痛患者救治“绿色通道”，
实现胸痛患者的区域协同诊疗、快速诊断转运，缩
短患者的救治时间，减少危重病人的误诊、漏诊，
降低死亡率，提升了区域整体诊疗水平。

树品牌

技术引领+团队协作提供强大保障

只有更先进的技术，更好的医疗质量，才能
不断地引领学科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
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团队不断拓展技术前沿，引
进高精尖的设备，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提
高对胸痛患者的救治能力。

前段时间，家在县里的唐女士突发急性心肌
梗塞，当天由县医院转入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
科，入院时发病已经超过 12 小时，错过了传统
介入手术的最佳时期。面对复杂的病情，该院介
入团队采用先进的冠脉血管内超声术辅助，为其
成功实施了支架植入手术，患者顺利康复。该项
技术为桂北地区首例，此技术的开展可极大地提
高冠脉手术的成功率，降低手术风险。

“入院后，经冠脉造影检查，发现其冠脉左主干
严重狭窄，累及前降支及回旋支开口，如果立即采
用传统的介入手术治疗风险极大。”心血管内科二
病区主任、桂林市心血管介入质控中心主任潘迪光
博士介绍：“为提高手术的安全性，经反复研究，决
定待唐女士病情稳定后，采用目前先进的冠脉血管
内超声术辅助冠脉内支架植入术为其治疗。”

由于术前准备充分，术中医生精细的操作和
医疗团队完美的配合，此例复杂的冠脉手术仅用
1 小时便顺利完成，术后患者便可下床活动，恢
复良好。潘迪光说：“今后，我们将这一技术常
规应用于冠心病的介入治疗中，提高治疗的安全
性和成功率。”

年开展介入手术 3000 余例，在先天性心脏
病、心肌炎、心功能不全等疾病的诊治方面处于桂
北地区领先水平,在心律失常的诊治方面达区内
先进，在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治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胸痛中心运转能力达国内领先水平。

冷冻球囊导管消融术治疗房颤、冠脉超声引
导下的支架植入术等首例技术开展得如火如
荼……面对越来越高发的心血管疾病，市人民医
院胸痛中心团队交出了一份浸润着医务人员心
血、汗水的沉甸甸的答卷。

胸痛中心的建设既需要心血管内科的引领，
更需要多学科的协同。10 月 12 日下午，一名男性
患者突发急性胸痛送到市人民医院抢救，心电图
显示有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但是由于心电图演
变不明显，无法确诊。患者当时呈休克状态，意识
模糊，血压、指脉氧都偏低。立即给其开通了急性
胸痛患者“先救治、后交费”通道，在急诊科处理

后，心血管内科、胸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重症医
学科专家紧急会诊。在放射科配合下做主动脉
CTA 扫描排除主动脉夹层、肺动脉栓塞。抢救过
程中患者意识丧失、血压持续下降，在呼吸机辅助
下转 ICU 进一步治疗。病情好转后由心血管内科
造影明确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由于血管多处病
变，不适合支架，转胸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实施
了高难度的非体外循环不停跳冠状动脉搭桥术，
最终转危为安。

“这名患者牵动了急诊科、心血管内科、胸外
科/心脏大血管外科、重症医学科、放射科多个科
室的心，从抢救到病危再到成功救治，环环相扣，
各科室配合可谓是天衣无缝。”潘迪光博士对这名
患者印象十分深刻。

胸痛中心取得的成果，也正是医院多学科发
展下的实效。不久前，自治区卫计委主任、党组书
记李国坚到市人民医院调研时看到医院积极贯彻
落实医改各项政策，加强管理，提升活力，尤其是
胸痛中心建设能够紧密结合区域实际，在提升自
身水平的同时，通过远程会诊、专科联盟等各种渠
道帮助基层医院发展，提升区域医疗水平，对医院
近段时间的发展给予高度肯定。

促发展

人才引进+学科建设打造医疗新名片

“人才是决定医院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引进
人才、建设团队、推动学科发展，与精细化的管理
相互作用，最终实现医院整体医疗水平的不断提
升。”市人民医院负责人王昌明介绍：“医院高度重
视人才的外引内培和学科建设，在既有的基础上，
完善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长效机制，
目标瞄准引进一批具有相当专业水准的专家，培
养一批能够引领区域学科发展，在业内有一定知
名度的学科，增强医院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进一
步提高医院的品牌、声誉和影响力。”

市人民医院儿科、急诊科为自治区重点专科，
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骨科、神经外科、胸外科/心
脏大血管外科、重症医学科为市级重点专科。桂林
市临床输血、急救医学、医院药学、麻醉、脑卒中、病
案管理、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重症医学、临床检验
和护理等十个市级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桂林市临床
检验中心、桂林市消化内镜中心设在该院。

据介绍，该院对重点学科和优势专科建设实
行政策性倾斜，通过学科品牌创建树立学科标杆
作用，以点带面，达到重点学科始终保持领先，特
色学科不断创优突破、一般学科快速跟进的全面
提升局面。

围绕打造一流技术、一流服务、一流管理、一
流效益的目标，市人民医院各学科团队卯足了劲，
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良好态势。

该院胸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本身就是桂林
市重点专科，在各项技术开展、团队建设方面有
着较为明显的区域比较优势，近期又引进了在心
脏大血管手术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主任医师孙江
滨博士，刚一入职，就成功开展了多例非体外循
环不停跳冠状动脉搭桥术，带动科室在心脏大血

管手术方面迈入国内先进，冠心病人需做这类手
术治疗无需再等待外地专家，自己就能完成，为
抢救危重病人赢得了时间。

胃肠与疝外科/肛肠外科引进在区域有着相
当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钟漓教授，仅几个月时间，
就成功举办首届疝与腹壁外科象山论坛，并成立
了疝与腹壁外科诊疗中心，为推动桂北地区疝与
腹壁外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肝胆胰、甲状腺、乳腺、血管外科/小儿外科引
进在学科带头人黄弘伟教授，在传统学科基础上
进一步细分为和等亚专科，开展多项先进技术，既
为专科发展确定了方向，又为群众准确就医、实现
精准医疗提供了保障。

放射科团队以质量管理为抓手，从桂林市的优
胜奖、二等奖到一等奖，再到代表桂林去首府与区
内的各大医院放射科团队“掰手腕”。在 14 个地级
市的数十家市直医院和各区直医院的激烈竞争中
突出重围，获得广西影像技术专业知识技能竞赛三
等奖、广西放射急救技能大赛三等奖等荣誉。

急诊科有一支技术熟练的高级生命支持急救
团队，他们之间配合密切、反应迅速、治疗精准、动
作敏捷。在今年桂林市卫生应急技能竞赛——— 突
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竞赛中，该院急救团队囊括

了所有奖项的一等奖，包括团体一等奖。
市人民医院现已与十几名高职称、高学历

人才达成引进意向，眼科、重症医学科、SICU、
健康管理中心、康复医学科等多个科室相继引
进学科带头人，进一步增强了专科实力，为实现
医院协同发展、多学科齐头并进创造了条件。

获批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产
前筛查中心和放疗科的创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
的进行，再加上引进的高精尖设备如美国 GE
公司宝石能谱 CT，让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胸
痛中心等与心脑血管方面相关的科室的诊疗水
平进入了“快车道”，西门子 1 . 5T 超导磁共振、
美国 GE 公司 128 层自由心 CT、德国西门子
平板血管造影系统、全球先进的全景数字乳腺
钼靶机等尖端影像设备等让医院的诊断实力跟
上国际步伐。

“相信随着人才的汇聚，专家团队的不断发
展，专科诊疗实力的不断提升，医院积极落实医
改各项政策，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质量。”王昌
明表示，在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市人民医院
建设桂林领先的市级区域医疗中心，打造桂北
地区群众满意的大型现代化三级甲等综合性医
院的愿景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实现。

▲自治区卫
计委主任、党组书
记李国坚(前排右
二)一行正在听取
该院胸痛中心建
设汇报，并对市
人民医院近期取
得的成绩给予高
度评价

胸痛中心
医务人员在进行
质控数据分析

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

全天候待
命的急救团队

围绕人才引进、技术引领打造品牌，架起“救心”高速路

桂林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跻身全国 19 强
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中国胸痛中心大会上，中国胸痛中心总部和质控中心

对已经通过认证的 217 家标准版的胸痛中心进行了质控排名，桂林市人民医

院跻身全国 19 强，获得“2017 年中国胸痛中心年度质控铜奖”殊荣。

这是继去年 12 月该院以第三名的好成绩从全国同批次 145 家参评医院中

脱颖而出，成为桂北首家、广西第六家国家级胸痛中心以来，在胸痛中心学科

建设上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

“这标志着我院胸痛中心的整体救治水平走在了全国前列，医疗质量、协

同救治能力、不断持续改进等各项工作获得了国内同行的认可。”市人民医院

负责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昌明表示。

▲心血管内科专家正在施行介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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