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好茶，团圆味道，龙宇溪润 欢迎您！ 电话：18300322636

18 MORNING POST 2018.1２.1７ 星期一 赖世山酒业 诚心做酒 敬请品鉴
电话： 18906339700编辑：锦军 XCBWLB89@126.COM电话：18963068796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
脑血管疾病， 具有发病率高、 死亡率
高、致残率高和复发率高等特点，已成
为影响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 如何
应对脑卒中挑战，守护好百姓健康？

12月1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脑卒
中防治工程委员会主办的2018年脑卒
中防治工程总结会上， 日照市中医医
院被授予了2018年第二批高级卒中中
心单位。

近年来， 市中医医院坚持中西医
并重，突出中医特色，增强综合优势的
发展思路，积极倡导中西医融合、内外
结合、优势互补，着力推动以病人为中
心的多学科整合一体化发展模式，强
化“心脑同防同治”多学科协同运行机
制， 构筑起了一道脑卒中立体“防治
网”。

关口前移 重心下沉逐步实现高
危人群筛查全覆盖
“上医治未病”， 对于脑卒中疾病

来说，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是有效降低卒中危害发生的最佳方
式。

早在2013年， 市中医医院就成为
全市唯一“中国基层医院脑卒中防治
合作发展计划基地医院”，积极开展脑
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工作。 启动
“健康快车”志愿服务惠民行动，配置
功能先进完善的移动式便民体检车，
坚持每周组织有关专家和业务骨干进
农村、进社区、进家庭，针对基层群众
健康状况， 有计划免费开展“三高两
病”、肿瘤、脑卒中高危人群等筛查，并
从各区县乡镇卫生院技术协作医院等
医联体入手， 对脑卒中高危人群进行

“拉网式”筛查。
市中医医院还与中国科学院院士

葛均波共同建设省内首家按照国际
JCI标准和中国国家标准设计建造的
大型心脏病专科医院———日照心脏病
医院。配置国际先进医疗设备、顶尖专
家和经验丰富的中外心血管医疗团
队，提供高质量、创新的心血管手术及
诊疗服务和从预防到三级诊疗的一体
化、一站式综合医疗服务。

建设日照市中加国际健康管理中
心，整合医院体检中心功能，引进加拿
大现代医学健康管理策略、 标准规范
与技术流程，融合中医“治未病”理念
方法，针对亚健康、慢病（高血压病、糖
尿病、高脂血症、肥胖、睡眠障碍等）人
群， 系统开展健康体检、 疾病风险评
估、慢病不良生活方式干预、持续跟踪
管理与效果评价工作， 成为日照市全
民健康指导中心， 为脑卒中患者提供
防治一体的一条龙服务。

发起成立了日照市脑血管病防治
协会、 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疾病
与健康管理分会， 着力构建区域性脑
卒中筛查防治网络平台。开设“健康日
照”微信微诊平台和“日照健康”网站，
构建“治未病”网络示范区，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 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健康素
养。

截至目前， 市中医医院脑卒中筛
查与防治项目健康教育覆盖人群48.8
万人， 免费筛查脑卒中高危人群4万
人， 筛查建档32167人，“健康快车”志
愿服务惠民行动先后走进340多个乡
村社区， 正逐步实现脑卒中高危人群
筛查与防治全覆盖。

发挥技术资源优势打造高级卒中
中心救治平台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

脑卒中患者每延误治疗一分钟， 就会
有200万个脑细胞死亡， 且不可再生。
因此， 在卒中发生后如何提高救治的
有效性至关重要。

2017年， 市中医医院加快卒中中
心建设步伐， 按照国家高级卒中中心
建设要求和标准， 医院在脑卒中防治
技术合作项目领导小组基础上， 成立
卒中中心管理委员会， 由院长担任主
任，明确管理委员会职责，并下设办公
室，统一协调卒中中心建设工作，制定
了卒中中心工作模式图， 明确了各岗
位职责并进行质控及奖惩。

根据高级卒中中心建设要求，医
院专门成立脑卒中监护室， 优化整合
急诊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影像科、
检验科、 介入中心以及相关行政职能
科室，成立脑卒中急性期溶栓、血管内
介入治疗、 外科手术专业小组等卒中
救治小组。

———加强卒中急诊绿色通道建
设，建立脑卒中救治规范和流程，规范
开展各项特色技术。

———设立急诊神经内科， 将脑卒
中急救向院前延伸， 实行急诊24小
时×7天值班制度， 由专业医师首诊，
设立绿色通道卡，优先检查、交费、通
行， 大大缩短了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
的诊治时间。

———坚持脑卒中患者优先抢救原
则，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 建立临
床、 医技科室之间的协调机制， 急诊
科、临床科室、医技科室、药剂科及挂

号与收费室等，高效协同，确保患者能
够获得连贯、及时、有效的救治。

———建立多学科联合例会制度及
多学科会诊制度， 确保患者得到最优
治疗。

———严格执行《卒中中心建设管
理及质控指导方案》，重点监控脑梗死
急诊溶栓及各时间节点质量监控、病
历质量和医疗质量监控， 确保了卒中
救治质量和安全。

同时，坚持中西医优势互补，开展
脑卒中心脑同防同治。 加强院前急救
功能并向基层延伸，与岚山、五莲等区
县医院联合构建市区、城乡卒中1小时
救治圈，打造日照市溶栓地图，建立市
县乡村（室）区域一体化心脑血管病筛
查与防治协同运行机制。

开启卒中“大数据时代”推动区域
脑卒中防治体系建设

脑卒中的治疗和康复涉及多学
科，在这一过程中，不单是科室间医疗
团队的协作， 更是各学科间的数据和
信息的融合。多年来，市中医医院以疾
病和健康管理为主要纽带， 以信息化
为支撑，建立卒中大数据平台，让大数
据和“互联网+”更好服务百姓健康。

在市科技局支持下，投入专项100
余万元， 与中国医院协会疾病与健康
管理专委会合作研发专门健康管理软
件，实现医院诊疗后需康复指导病人、
“健康快车”基层筛查高危人群、中加
国际健康管理中心体检评估慢病人群
的信息整合，统一管理。

加强院内卒中病人数据管理及随
访，引进了脑防委院内卒中CSDI数据
集成系统以及飞利浦全程健康和疾病

管理系统， 提升卒中数据采集标准化
和规范化水平。

同时，成立疾病管理中心，整合医
院就诊病人、健康体检人群和“健康快
车”筛查高危人群信息，集中规范开展
专业随访和个性化干预服务， 实现了
院前、院中、院后无缝隙衔接。

做好脑卒中等慢病高危人群筛查
建档与跟踪管理， 开展区域大数据分
析与研究利用，提高脑中风的二、三级
预防效果， 有效降低颈动脉狭窄严重
患者中风及其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
致残率、致死率，节省医疗费用，减轻
患者负担。

依托医院发起成立的日照市国济
医疗集团，2家加盟医院（对口支援帮
扶单位），5家医院管理的医疗机构（医
联体），1家医药公司资源优势，提高脑
卒中筛查与防治普及成效。 组建区域
脑卒中专病联盟， 构建卒中救治一体
化。 分别与莒县、五莲县、山海天旅游
度假区、 岚山区建立卒中专病救治联
盟， 充分发挥互联网+疾病与健康管
理技术，建立规范开展健康教育、个体
化诊疗、核心技术应用、专业随访、效
果评价等工作信息化集成平台。
“此次被授予‘高级卒中中心单

位’，既是对我院脑卒中防控工作的肯
定，更是激励。”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
理事长、院长丁伟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 市中医医院将加强重大疾病防控
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 推动区域脑卒
中防治体系建设， 夯实三级联动脑卒
中救治体系，打造有特色、有温度、有
品质的“三有医院”，为百姓健康保健
护航。 （吕志勇 牟磊）

导读： 这是一位西医出身的全科
医生的投稿， 他说：“中医总能在我最
思路穷尽的时候， 给我带来柳暗花明
的惊喜。 ”要知道，他也只才学习了一
年半的中医而已。作者的叙述很真实、
很实在，好想借用“最强大脑”的广告
语说一句：“让中医流行起来吧！ ”

学习中医心得体会：中西医结合，
患者受益多

我是一名西医全科医师， 参加过
西学中培训班。通过一年半的学习，我
系统学习了中医学的全部理论知识，
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 服务于广大患
者，在患者得到切实疗效的同时，自己
也收获了很多。 下面结合实例谈谈我
学习中医的心得体会。

一、中医扩展了我的临床思维范围。
在学习中医之前， 面对门诊的患

者， 我只会用西医的临床思维方法去
想问题， 虽然大部分问题都能得到解
决， 但总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 像失
眠，头痛，颈椎病，肩周炎，慢性咳嗽，
每每有这样的患者，也只是开点药，效
果自然不会太好， 但也想不到其它方
法，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现在不同了， 现在当面对一个患
者的时候， 我会先用西医的思维去想
想， 实在没办法时再中医的思维方法
去想想，有时，甚至一开始就用中医的
方法去给患者诊治。时间一长，运用中
医给患者看病已经成了为了一种习
惯，一个患者上来，我肯定会去把脉，
看舌头，用中医的方法推论一遍。

有个慢性咳嗽的患者， 一直找我
看病，主要症状是慢性咳嗽，白痰，有
时不易咳出，以晚上顿咳为主。西医上
主要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 治疗上主

要是预防感染，以及对症处理，自然的
每次我都给开点氨溴索口服液， 丙卡
特罗，酮替芬之类的药，吃完就起效，
不吃咳嗽声又起。

面对这样的慢性病患者， 我真是
无计可施啊。后来学了中医后，我就学
着用中医的思维方法给这位大爷看
病。 慢性病面容，脉沉，舌白，苔薄，咳
嗽时喘憋，怕冷，这不是肾阳虚，脾虚
的表现吗。 肾阳虚，纳气不足，自然喘
憋，于是在开具上述西药的同时，又给
开了几盒中成药肾气丸、人参归脾丸，
一个疗程下来，果然见效。

中医总能在我最思路穷尽的时
候，给我带来柳暗花明的惊喜。

一位老年患者，失眠多年，不管找
谁看病，永远是一盒安眠药。后来老大
娘也习惯了， 药一吃完， 就到医院开
去。 说实在的， 以前我对待这样的患
者，也是这样处理的，没有其它思路。
学习中医后，我就又多了一种思路了。
望闻问切，大娘多疑，唇白，苔白，脉沉
细。大概可以诊断为气血两虚，治疗上
宜安神，补气血，于是开了酸枣仁汤，
人参归脾丸，服用三天，立马见效。

以前面对腿抽筋的患者只会想到
缺钙，治疗上也只是开盒钙片，现在知
道了，肝主筋，腿抽筋与肝经有关系，
肝开窍于目，眼睛干涩也与肝有关系，
胃经入上齿，上牙痛与胃经有关系，大
肠经入下齿，下牙痛与大肠经有关系，
偏头痛可能与肝，胆有关系，等等。

这就是学习中医后我的临床思路
的改变。 现在，每一个患者，我都会用
两种思路去诊断治疗， 效果较以前有
了很大的提高。

二、中医增加了我的治疗手段。

学习中医之前， 作为一个全科大
夫， 在门诊处理病人的方式无外乎吃
药输液，而有很大一部分疾病，像颈肩
腰腿痛，吃药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根
本治愈不了。 但是，面对这样的患者，
我们又无计可施。学习中医之后，特别
是推拿拔罐和艾灸后， 我又把这几种
疗法应用到临床中， 大大增加了我处
理病人的手段，该吃药的吃药，该按摩
的按摩，适和艾灸的再灸一艾灸，效果
非常好。

第一个接受按摩的是一个中年患
者，肩周炎，本来打算只开点药的，我
说按摩可能对他的疾病有很大帮助，
并且在他的肩上按了几下， 他说很舒
服，于是同意按摩，并且加一次拔罐。

操作完毕，他说很舒服，比之前轻
松多了。 而且离开诊室后，在走廊里，
他还自言自语地说很舒服，轻松多了。

第二个患者， 是个颈部肌肉僵硬
的患者，据说是受风寒了。他看到我旁
边摆着玻璃罐等器具，主动说要拔罐。
于是我很快就给他拔上了。 他的反应
是，一拔上就舒服多了。

第三个患者，咽痛一两周了，吃了
很多药，都不见好，想再来看看。 问过
病史， 查过体之后， 我发现她并无大
碍，只是中医所说的“上火了”，于是给
他推荐拔罐疗法，而且是走罐，没想到
她一下就接受了。于是给她走了次罐。
在操作过程中，她又反映说腰痛，想按
摩， 于是又给她来了次腰部的推拿按
摩，做了次电磁波治疗。走时，她说，舒
服多了。

临床上还有很多头痛的患者，主
要表现为枕部痛，头昏，颈部僵硬，以
前我处理这样的患者，无非是开点药，

效果不是太好。 现在有了中医理论做
指导， 我知道了主要是足太阳膀胱经
的病，结合西医理论，诊断为枕大神经
痛，颈源性头痛，根源都在脖子上，按
摩效果非常好。

还有面对那些下肢畏寒的患者，
学习中医之前，几本上无法处理。学习
中医后，可以把艾灸和中药用上，患者
受益很大。

有一位中年女性患者， 常年下肢
怕冷，都快夏天了，还穿着秋裤。 接诊
后，用西医理论无法解释，没有什么器
质性病变，怎么办？这时候中医便派上
用场了。

脾主四肢，脾虚，肾阳虚，四肢自然
怕冷，治疗上宜中药与理疗结合。 中药
我用了肾气丸，人参归脾丸，理疗当属
艾灸了。穴取关元、脾俞、肾俞、足三里，
灸之，一个疗程之后，症状明显缓解。

想一想，如果没有学习中医，面对
这样的患者，还真无从下手。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临床上大
有人在，症见腰痛，腿痛。腿麻，西医在
治疗上无外乎膏药外用，输液，可这些
并不能将突出的椎间盘还纳回去。 这
时候，中医的推拿便大显神威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患者， 是一
位中年女性患者，腰椎间盘突出，发病
初期，卧床不起，贴膏药、输液，不见好
转，几度想到自杀，后听说按摩能治疗
此病， 于是凡是有人跟她介绍过的按
摩处她都去过，效果仍然不好。

这样，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病痛折
磨得她痛不欲生。我接诊的该位患者。
脊柱侧弯，疼痛，步行因难。 结合影象
资料报告，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反复询问她以前的治疗情况，敷
药半年，牵引三个月，按摩三个月，针
灸三个月。 敷药，针灸治不了本，只能
解决一时之痛，牵引，按摩应该有效，
但是没有坚持下来。

这时候， 中医的一些治疗手法拿
派上用场了。 我给应用的是按摩加药
透。 按摩还纳椎间盘，药透活血化瘀，
缓解疼痛。这样治疗了有半年，疼痛慢

慢地减轻了。腰也能直起来了，以前每
天都来治疗一次，现在一周就来一次，
病好了，心情也好了。前几天去北京空
军总医院复查， 那里的医生也是给她
做了按摩加药透，她说，你们的治疗方
法一样。 科学的治疗方法是相通的。

如今， 我都快成了半个中医大夫
了。 找我按摩的患者越来越多。

三、中西医结合增加了我的名气。
在运用中医方法给患者治疗疾病

之前，虽然找我看病的患者已不少，但
是难以持久， 我能看的病别的大夫也
能看，我不值班的时候，他们就找别的
大夫看了，难以形成固定的规模。自从
把中医的方法应用到临床中以后，情
况就不一样了。

我能同时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给患者看病，疗效好了，找我看病的人
自然就多了起来。而且是人传人，不到
一年的时间， 我已在中西医结合的领
域小有名气。患者中间，经常是全家都
找我看病。

通过学习， 我不仅改变了以前对
于中医的偏见， 而且还热爱上了中医
这个行业。以前，我总以西医的眼光去
审视中医，总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根
本治不了疾病。

学完后，特别是在临床中应用后，
我发现， 中医跟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理
论体系，虽然思维方式不同，但最终的
落脚点是一样的。

中医不仅科学， 而且有时候还能
起到西医无法起到的作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风寒感冒，用
西医的方法去思维， 就不需要用药，只
需多喝水，等待身体自愈，而我们都会
发现，这个过程需要几天，而用在等待
身体自愈的过程中患者会非常难受，怎
么办？这时候，如果能用点中药，比如说
葛根汤，麻黄桂枝汤，患者的症状立马
能得到缓解，甚至治愈，大大减轻了患
者的痛苦。 通过一年多的实践，现在我
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病的方法。

感谢中医！
（李晓艳 杨洪波）

一位西医的分享：

学习中医的心得体会

日照市中医医院被国家卫生健康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
授予“高级卒中中心单位”

日照中医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