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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好 帮 手 就 医 全 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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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毅）为提升流
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使其学习到正确
的健康知识，降低疾病的发生，增加
群众获得感，青白江区卫计局联合大
同镇政府、区人民医院、区中医医院、
区疾控中心、大同镇卫生院开展了

“关爱流动人口、健康你我他”流动人
口健康生活方式大型宣传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对健康生活

方式、健康知识、流动人口均等化服
务、全面两孩政策、中医药健康文化
等进行了广泛宣传，同时开展了党
员志愿医疗服务，区级名中医和知
名中医师义诊义检、流动儿童现场
登记及查漏补种。活动现场发放流
动人口健康服务包30个，宣传资料
2000 余份，义诊义检 300 余人次，
接受健康咨询200余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彭毅） 10月10
日是第 27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由成
都市卫计委和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与彭州
市卫计局联合协办，彭州市第四人
民医院承办的“健康心理，快乐人
生”2018 年成都市“世界精神卫生
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彭州市举行。
活动围绕“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通过“健康心理：我来讲”社区
精防人员演讲比赛、文艺康复汇演、
义诊咨询和康复作品义卖等方式，
多途径开展健康教育宣传。

据了解，本次活动邀请了成都
市各区（市）县卫计局、成都市未成
年人心理咨询中心、彭州市防治人
类重大疾病指挥部办公室各成员
单位、成都雅安眉山甘孜区域精神
卫生中心各成员单位和彭州市各
医疗卫生计生单位共 57 家单位参
与。活动现场以快板、舞蹈、合唱、
演讲、小品等形式，向社会释放“正
能量”，引导群众更多关注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形成全社会共同维
护和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社会氛围。

26 岁的李先生，近日不小心被
马蜂攻击，全身 239 处皮损，被送到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时已多器官功
能衰竭。医院及时行血浆置换及使
用 ECMO（体外膜肺氧和）治疗，3
小时后李先生生命体征好转，日前
已康复出院。

修剪树枝突遭蜂袭
李先生家住温江区，前段时间

他到自家田地修剪树枝时不小心遭
遇了马蜂袭击。“最初是一只，后来
是一群。”李先生回忆，当时只听到
耳边嗡嗡的声音，全身又麻又疼，后
来他满地打滚，马蜂才慢慢离开。

很快，李先生被送到了当地医
院，但治疗并不顺利，他的病情迅速
恶化，不得已被送到成都市五医院。
ICU医生黄鲜介绍，李先生入院时已
出现呼吸衰竭、肝功能衰竭、肾功能
衰竭、循环衰竭、凝血功能障碍，“其
中呼吸衰竭尤为严重，气管插管，有
创呼吸机辅助通气，100%氧浓度，患
者血氧饱和度只能达到 70%左右。”
黄鲜介绍，如果病人血氧饱和度低于
90%，就代表机体缺氧。此时，李先
生心率已达140次/分。而医生在查
体时发现，他全身有 239 处皮损，也
就是说他被马蜂蛰了239处！

全身酸中毒 救治20多天
在给予激素冲击、血液灌流和

血 浆 置 换 后 ，李 先 生 病 情 并 无 好
转。黄鲜回忆，当时情况非常紧急，

“身体严重缺氧，严重酸中毒，正处
在崩溃的边缘，随时可能出现心脏
停跳。”只有给身体提供足够的氧
气，才能让肺有时间休息，其他器官
才有了氧供才可能逐渐恢复。“唯一
的机会只能是 ECMO。”黄鲜介绍，
ECMO的作用原理是将患者血液从
体内引出体外，经模式氧合器（膜
肺）氧合后再用泵将血液灌入体内，
可长时间支持心肺功能，ECMO 治
疗期间，全身氧供和血流动力学相
对处于稳定状态，可为心肺功能恢
复赢得宝贵时间。

得到家属同意后，ECMO 小组
立即行动，并在行 ECMO 治疗同时
再次为患者进行了血浆置换。EC-
MO上机几分钟后，患者血氧饱和度

从 70%上升至 95％，血流动力学也
较前好转，在全科医务人员共同努
力下，在治疗20多日后，李先生好转
出院。

马蜂蜇后如何自救
首先应立即检查伤口，伤势较

轻者挤出毒液，并涂抹食醋，用清水
清洗伤口，还可涂皮炎平等。被蜇
处若有毒刺，应用针挑出，并就近到
医院诊治。

被 大 面 积 蛰 伤 时 ，应 该 怎 么
办？肥皂水消毒是否靠谱？

若伤势较重者要在伤口近心端
扎止血带，每隔15分钟放松一次，结
扎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并尽快到市
中心医院或三甲医院救治。若被马
蜂蜇伤，不能用肥皂水清洗，因为它
的毒液是弱碱性的，可以用弱酸性
的液体进行中和，比如食醋或柠檬
涂擦患处可以止痛消痒。

本报记者 邓晓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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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市六医院，顺利完成膝
关节治疗的郑女士，办理完出院手
续准备保险理赔，一想到要面对复
印材料等麻烦手续，她又头疼了
⋯⋯可一联系保险公司，郑女士惊
喜地发现，现在用手机登录泰康人
寿保险APP就可以在线理赔，什么
复印病历、填写单据统统都不需要
了！

没错！四川省首个三甲医院
商业保险快速理赔平台，日前在成
都市第六人民医院顺利上线。

以往患者就诊后进行商业保
险理赔时，需要自己复印病历材
料、填写复杂单证、往返跑腿报销，
折腾完这一趟最长可能需要 30
天。而现在，通过商保快赔平台在
线办理，1天内就可以完成！

郑女士按照保险公司的指导，
下载了泰康人寿 APP，仅用了 2 分
钟，她就完成了医疗险的在线理赔
申请。接下来，她最多需要等待 1
天，理赔金就会转入她的银行账
号。

简便、快捷，正是医院上线商
保在线理赔创新服务的初衷。

据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院务

部负责人介绍，医院商保快赔平台
由乐约健康协助开发运维，通过技
术创新实现医院和保险公司数据
直连，颠覆了传统理赔模式的复印
材料、来回跑腿、时间漫长的繁琐，
用“一站式”在线理赔服务，提高
了医疗服务效率，节约了患者时
间，患者满意度大大提高。

患者如何使用商保平台来理
赔呢？乐约健康负责人介绍说，商
保平台首批开通了众安产险、泰康
人寿、平安产险/寿险的理赔，投保
了这几类保险的用户在市六院就
诊结束后，不用再做任何病历收集
和填写，和保险公司确认自己的诊
疗信息后，登录保险公司在线申请
系统或者微信发起快赔申请，保险
公司在线完成审核后，最快在患者
就诊结束当天就可完成理赔，将理
赔款转入患者账号。

市六医院院务部负责人介绍
说，该院已经在门诊大厅、住院楼
大厅等显著位置摆放了商保平台
理赔流程介绍，指导患者进行在线
理赔。医院将和乐约健康一起，加
速对接更多保险业务在商保平台
上线。 本报记者 邓晓洪

近日，市民张大爷在家人的陪伴
下到市二医院皮肤科就诊。“刚接诊
时，他的手、脸、颈部出现泛发皮疹，脸
也肿了起来，有的地方还起了细密的
小水疱。”市二医院皮肤科医生周培媚
说，凭经验，这很像白果过敏。果不
其然，张大爷称前一天在公园锻炼
时，捡拾了很多白果。

周培媚说，“近段时间，我们每天
都要接诊好几例因白果致敏的患者，
大部分是老年人。很多市民有采摘白
果食用的习惯，但他们却不知道，新鲜
或未经过加工处理的白果能导致皮肤

红肿、瘙痒、起皮疹等过敏症状。”
小小的白果为何会导致过敏？

周医生解释，新鲜白果外皮中含有大
量的有机酸，这是一种很强的致敏诱
因。人们在剥果皮时，有机酸会侵入
人体皮肤，体质较为敏感的人就容易
过敏。

“一般来说，白果致敏在 24 或 48
小时后才出现，引起皮肤过敏会出现水
肿性红斑、密集性丘疹等主要症状，伴
有明显的瘙痒，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出现
皮肤糜烂破溃。如果手部皮肤因白果
过敏，千万不要用手去摸脸、颈等其他

暴露在外的皮肤，会发生‘传染’，也就
是接触性皮炎。”周医生说，不少人在白
果过敏后喜欢用热水洗手来缓解瘙痒，
这是不可取的。因为热水会让毛细血
管扩张，会导致病变的皮肤更红更痒。
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擦拭过敏部位来缓
解并迅速就医。

周医生建议有过敏史或易过敏体
质的人最好不要采摘和清洗白果，同
时，在采摘和清洗白果的过程中，最好
戴胶手套并用冷水清洗。若食用后出
现了过敏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
延误治疗。 本报记者 余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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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拾白果 大爷“捡”回一身疹子

“捅了马蜂窝”他被蜇伤239处

四川首家商保平台上线成都市六医院

以前跑断腿，现在是“秒赔”

新闻快阅

“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彭州举行

青白江开展流动人口健康生活方式宣传

本 报 讯 （江 东 帆 记 者 邓 晓
洪） 10 月 10 日上午，成都市第一人
民医院院长赵聪与成都市妇女儿童
中心医院院长林永红分别代表各自
医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此次签
约，标志着双方在同城区域合作再上
新台阶。

市一医院赵聪院长从4个方面强
调了双方合作的必要性：

一是该院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
心医院拥有坚实的合作基础与感情
基础，两家医院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特
色，通过共享优质医疗资源，建立起
在医院管理、医疗服务、科研教学等
方面的密切合作关系，实现联合互
补，是推动高质量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的重要推手；

二是双方以惠民、利民、便民为

目标，以提升城市医疗服务功能为导
向，以技术为纽带，以合作为手段，以
业务整合为切入点，延伸优质医疗服
务，全面提升医院的区域性医疗服务
能力，携手打造联动发展的新亮点；

三是双方将本着“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原则，先易后
难，由浅入深，平稳启动，逐步向更加
深入合作的运作模式推进，重点围绕

联合会诊、MDT 建设、学科共建、技
能整合等领域，通过多种形式，充分
发挥其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优势；

四是此次合作将提高医疗服务
体系整体效率、医疗诊疗技术和服务
能力，降低医疗风险，用实实在在的
举措造福患者。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院长
林永红说，此次合作是对健康中国

战略的积极响应，将有利于提升成
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对内科综合
疾病的诊治能力，更好地为母婴健
康护航。他期待双方未来在更多的
领域和更大的范围内，推进深度合
作。

据悉，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医院
管理、医疗科教、绿色通道、医疗资源
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市一医院与市妇儿中心医院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强强联合！

新鲜白果皮中的有机
酸，是很强的致敏诱因

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李先生
逐渐康复

蒙彼利埃大学医疗中心的
“记忆资源研究中心”在老年痴
呆症的应对方面究竟有多强？
市五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铮说，
他们有个脑脊液实验室，“抽取
脑脊液，化验脑脊液标记物，根
据化验指标来预判是否会发生
老年痴呆症，这种方法可将老年
痴呆症的预判提早近 20 年，因
此他们可以提早介入对病人进
行全方位管理和训练，大大延缓
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甚至不发
生。”他说，在法国，脑脊液标记
物已经成为临床诊断认知障碍
的依据。

所以，市五医院与蒙彼利埃
方面的合作目标很明确：在他们
的帮助下，建成脑脊液实验室，让
成都市民乃至整个四川的患者，
也有机会通过脑脊液标记物检查
提早近 20 年预知是否可能患上
老年痴呆症，从而及早干预。

由此，在昨天双方就合作进
行的洽谈中，建脑脊液实验室项
目被放在第一位。根据双方达
成的协议，将来，作为认知障碍
方面的世界权威专家，盖贝拉教
授将持续指导、帮助市五医院，
而该院将派员前往蒙彼利埃的
脑脊液实验室进行学习，带回顶
尖的技术。

如前文所述，这次市五医院
与蒙彼利埃大学医疗中心的合
作是走向深入，认知障碍领域的
合作，只是为深度合作打开的一
扇窗。

市五医院院长雷建国说，该

院和蒙彼利埃大学医疗中心的合
作分为“深化”和“拓展”两个部
分，所谓深化，就是将认知障碍项
目纵深推进到脑脊液实验室的建
设和使用上，而所谓拓展，就是依
托双方已经建立起来的平台，把
合作项目由单一发展到全面：

在学科方面，启动肿瘤、消
化、心内、普外等学科的全面合
作，把世界先进的技术、理念输
入进来；

在学术交流方面，共同持续
举办“岷江中法国际认知高峰论
坛”，这次在成都，下次将在法
国，以学术为纽带让关系更紧
密，用资源的分享促进学科更快
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启动赴法
国攻读博士学位的项目，将市五
医院的优秀医生送过去读博，用
人才的提升实现学科和医院的
提升。

雷建国院长说，蒙彼利埃大
学医疗中心的专家还将每年固
定一段时间到市五医院上班，负
责相应的临床、科研、教学等工
作，面对面将技术、理念传授给
医生。

昨天，市五医院院长雷建国
和蒙彼利埃方面代表在双边交
流会上走向前台签署深度合作
协议，当笔落下，意味着中法医
学 领 域 合 作 的 新 路 径 正 式 铺
启。在践行现代医院高质量发
展新理念过程中，作为市级医院
外事合作的一个标杆，市五医院
已然矗立。

市五医院与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医疗中心开启深度合作

目标：把世界先进的医疗带给成都
邓晓洪 /文 张全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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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一天，对成都市第五人

民医院，或者说整个成都市的

市管公立医院来说，都值得铭

记。

这天，“岷江中法国际认知

高峰论坛”在温江举行。这是

一次由市五医院与法国蒙彼利

埃大学医疗中心共同举办的一

次学术论坛，这看似普通的国

际论坛，实则拉开了我市市管

公立医院与法国蒙彼利埃大学

医疗中心深度合作的序幕。

就在当天下午，市五医院

与法国方面签订深度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脑脊液实验室建

设、双边长期学术交流、赴法国

攻读博士学位等项目上开展深

度合作；同时将与肿瘤、心血

管、消化、普外等多个学科展开

多方面合作⋯⋯

法国蒙彼利埃与成都是友

好城市，双方的友谊已经持续

了 37 年，而在医疗领域的合作

仅有5年。

朋友总是从相识、相熟再

到相知。市五医院与蒙彼利埃

方面在医疗领域的合作也经历

了由浅到深的过程。历经三个

阶段的市五医院这次与蒙彼利

埃方面深度合作协议的签署，

将让双方的合作提升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市五医院在践行现代医院

高质量发展新理念过程中，不

断开辟中法医学领域合作新路

径和新模式，无疑树立了市级

医院外事合作的一个标杆。

医学是一门无私的科学，交流与合
作的目的，是为解决民间疾苦。

从2014年开始，市五医院与蒙彼利
埃的互访从未间断，参观、考察、学习、交
流，如同一场步入正轨的恋爱，彼此间都
在寻找和探索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从一开始，市五医院就表现出了对
国际先进医疗技术和理念的执著追求。
该院东区，前身是成都市老年病医院，专
事提供老年医疗服务，而蒙彼利埃大学
医疗中心在老年医学上具有全球领先的
优势，双方频繁的交流学习，为市五医院
老年学科发展带来了新机会。

2017 年和 2018 年，市五医院分两
次派出神经内科医生李铮和汪子淇前
往蒙彼利埃大学医疗中心，跟随“记忆
资源研究中心”的著名教授盖贝拉完成
为期3个月的认知障碍相关知识学习。

在中国社会高速老龄化背景下，对
医疗来说，认知障碍这块对我国整体都
是一个短板。李铮说，全社会对心脑血
管疾病投入了巨大关注，但对人的记忆
力下降却从不在意，以至于很多老人最
终发展到不可控的老年痴呆。

权 威 资 料 印 证 着 李 铮 描 述 的 事
实。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表明：全球每
6 秒钟就会发生一例脑卒中，而每 3 秒
钟就会发生一例老年痴呆症。也就是

说，老年痴呆症对人们健康的威胁，竟
远远高于被称为“头号杀手”的脑卒中。

市五医院敏锐捕捉到这一热点，在
与蒙彼利埃方面互访交流中，他们派去
蒙彼利埃次数最多的是神经内科认知
方面的人才。

去年，李铮和汪子淇回国后，立即
筹建了神经心理测评中心，这是一种包
涵记忆功能、注意功能、执行功能、语言
功能以及视觉空间功能等的认知水平
测评，目的是早期预测和判断是否患有
老年痴呆症，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在建立神经心理测评同时，市五医
院还开展了“海马体的冠状位薄层扫
描”，为认知障碍的诊断提供影像支
撑。众所周知，人的记忆是储存在大脑
海马体的，如果扫描发现海马体有萎
缩，加上病人的相应症状，可考虑是否
患了老年痴呆症。

市五医院神经内科开展的这些项
目虽然不是领先的新技术，但是，却在
认知障碍这块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他们
更明确了方向：用认知障碍作为突破
口，提升并带动老年学科及相关学科的
发展。

从相识到相熟，蒙彼利埃方面感知
到市五医院的坚韧和执著，希望双方合
作进入更广更深领域。

相识
开启医疗领域合作新篇章

相熟
在互访交流中发现提升机会

相知
外事合作走向深入和全面

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回溯一下成都与蒙彼利
埃的友谊。

1981 年 4 月 24 日，成都市与法国蒙彼利埃
市签订友好城市协议，友谊就此开始。双方积极
开拓合作领域，搭建交流平台，不断增进友谊。

然而医疗领域的合作相对来得晚些。2013
年 4 月，在成都市政府、市外侨办等的积极推动
下，在蒙彼利埃市政府的支持下，双方在医疗领
域的合作就此展开。

蒙彼利埃可谓是一座大学城，蒙彼利埃大
学几乎占去城市面积的 1/3。蒙彼利埃大学医
疗中心在欧洲享有盛誉，医疗技术水平属世界
先进行列，而老年医学在全球更是声名远播，
比如他们的“记忆资源研究中心”，在认知障碍
的临床和科研，以及相关的管理方面更是世界
知名。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是我市最早与蒙彼利
埃市建立合作关系的医院之一，2014 年 1 月，由
该院神经内科王定超、赵戈等专家组成的代表团
就参观访问了该市医疗中心，并签署合作备忘
录。当年10月底，在我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市
外事办以及蒙彼利埃市政务代表团和医疗代表
团的共同见证下，“法国蒙彼利埃—中国成都医
疗研究中心—老年病研究所”在市五医院挂牌成
立，这标志着市五医院与蒙彼利埃大学医疗中心
在老年医学领域合作上开启了新的篇章。

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医疗中心杜夏先生

市五医院院长雷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