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杯B组第一轮，丹麦球员埃里克
森突然倒地，失去意识。他在“黄金四分
钟”内接受了心肺复苏术和使用自动体外
除颤仪（CPR+AED）抢救并恢复了意识被
送往医院，目前情况稳定。我市红十字会
赈济救护部工作人员于博今年以来几乎每
天都在安排红十字培训师资做企业救护员培
训，重点是CPR+AED的应急救护培训，“心
脏骤停可能随时随地发生，心脏骤停最初4
分钟内及时有效的实施 CPR+AED救治，
存活几率在50%左右，这往往是救命的关
键。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患者超过50万，多
数是因为不能得到及时抢救失去生命。”于
博说，“保护生命需要自我保护和应急救护意
识的增强，需要自救互救能力的提升。今年
市政府把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列入20项民心
工程，‘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希望更多
的市民能掌握逃生避险、自救互救技能。”
据了解，市红十字会计划全年完成1.5

万名社区居民、重点行业以及校园师生等
人群应急救护认证培训，并对3万名市民
进行群众性、普及性红十字应急救护专题
培训。截至目前，已经对本市大中专院校、
中学、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5417人完
成了急救员和心肺复苏取证培训，对1.86
万人进行了普及性专业培训。于博认为市
民普遍对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的应急救护
非常感兴趣，但对培训的认识和实际操作
的各个关键环节都还存在诸多认识误区。

应急救护讲究程序技术

心肺复苏不是简单按压心脏

王老师双膝跪地，她的面前是一位心
脏病突发患者，只见她双臂平举，迅速对
周围的人说“环境安全”，然后开始拍打病
人的双肩，在病人两侧耳边交替呼唤，“你
怎么了？”“你怎么了？”接着王老师口中念
着“1001、1002、1003、1004、1005、1006”，
见病人没有反应，马上抬起头喊着“小李，
打120”。与此同时，她开始对病人进行胸
外按压，有节奏地连续按压30次后开放气
道，清除患者口腔中的异物（如假牙），然后
捏住患者鼻子，用嘴包住患者的嘴口对口
呼吸2次，一组30：2动作结束，周围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王老师就职于我市红桥区一
所小学，这次她和76位来自红桥区各街道、

中小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完
成了市红十字会为期半天的应急救护培训和
考核，获得了由市红十字会统一颁发的《群众
性、普及性红十字应急救护专题培训证书》。

于博说，很多学员起初都认为心肺复苏
术（CPR）很简单，甚至觉得看视频就能学
会。其实不然，心肺复苏、伤员搬运、骨折包
扎、止血等有效的应急救护措施都有严格的
救护程序和技术要点，必须有充足的课时用
模拟人反复实际操作，这样在现实生活中遇
到紧急情况才可能有能力施以援手。

在心肺复苏术（CPR）完整救护程序
中，“环境安全”是第一环节，就是救护前必
须保证伤者和施救者处于安全状态，其次
要确定患者是否还有意识、呼吸心跳是否
骤停。看患者是否有意识可以拍打和呼
喊，但必须是双肩双耳，因为有些病人可能
仅一侧发生感觉障碍。判断呼吸最简单的
办法是看患者腹部是否有起伏。“1001至
1006”的数字表示等待伤者反应的6秒钟，
如没有反应拨打120的同时就要马上开始
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术（CPR）的技术要点通常需要
一定次数的实际操作才能掌握，否则可能导
致患者肋骨骨折、血气胸等严重并发症。以
CPR最重要的胸外按压环节为例，操作中必
须找准按压位置，在双乳头连线于胸骨交界
处，按压深度成年人要达到在5至6厘米，按
压频率为每分钟100至120次。按压的标准
动作是双手掌重叠十指相扣，掌心上翘，手指
离开胸壁。上身前倾，双臂伸直，垂直向下用
力，有节奏地连续按压30次。胸外按压中断
要控制在10秒内，尽量不中断直至救护车
来。如果没有条件进行人工呼吸，持续的胸
外按压同样有效。

CPR+AED提高心脏复苏率

机场景区博物馆都有AED

埃里克森倒地后1分钟左右就开始接受
心肺复苏术和自动体外除颤仪（CPR+AED）
的急救，“黄金四分钟”内的准确救治为他赢
得了生命。这个过程中AED的使用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AED被誉为心脏骤停抢
救的‘救命神器’，2020年中国红十字会推出
CPR+AED（心肺复苏术+自动体外除颤器）
培训的专项课程，今年我们加强了AED使用
的培训。”于博说。
在公共场合遇到晕厥倒地的情况，拨打

120的同时应呼叫身边人帮忙寻找AED，在
AED送来之前持续实施心肺复苏术，找到
AED后马上开始使用。AED操作简单，只
要“听它说，跟它做”，按照语音提示和屏幕显
示来做即可。
AED 使用通常分四步实施。第一

“开”。AED放在患者左侧耳旁。按下电源
开关或掀开显示器盖子，仪器会发出语音指
导后面操作。第二“贴”。迅速把电极片粘贴
在患者胸部，一个放在右上胸壁（锁骨下方），
一个放在左乳头外侧，上缘距离腋窝7厘米
左右。若患者出汗多，应事先用衣服或毛巾
擦干皮肤，若患者胸毛较多，可用力压紧电
极。第三“插”。将电极片插头插入AED主
机插孔，开始分析心律，需5至15秒。若患
者发生室颤，仪器会通过声音报警或图形报
警提示。此时急救人员和旁观者应确保不与
患者接触，避免影响仪器分析心律。第四
“电”。按电击键前必须确定已无人接触患
者，或者大声宣布“离开”。当分析有需除颤

的心律时，电容器往往会自动充电，并有声音
或指示灯提示。第一次电击后，如果患者没
有恢复意识和呼吸，立刻继续心肺复苏。
AED会持续检测，根据指示操作，反复进行
至急救人员到来。
于博说，除了先期在我市滨海国际机场、

天津站、蓟州盘山风景名胜区等人流聚集地
设置AED机外，又先后在平津战役纪念馆、
周邓纪念馆、盘山烈士陵园等红色旅游基地
以及天津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张园等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做了布置。目前，全国红十
字系统在公共场所布设AED已超过1.1万
台，据不完全统计，已使用AED施救67例。
以浙江省为例，各系统布设的AED设备有
4000多台，现已开发了AED电子地图，方便
人们查寻。但与发达国家每10万人300台
以上的AED配置相比，我国各省市在AED
配置数量和维护方面都有很大差距。

先打急救电话再通知家人

正确拨打120缩短转运时间

于博说，红十字会的老师每次培训都
会教授大家如何正确打120电话，以最大
限度缩短院前救治时间。
第一，如果在场人较多，一定要明确指定

某人拨打120；第二拨打120的人要尽量保持
镇静，能向工作人员简明扼要地说清详细的家
庭地址、联系人及病人的年龄、性别、姓名、既
往病史和发病的简单过程、病人现状，以便救
护车能选择最直接的路线前往，也让随车医
生能有更充分的准备，携带必要的抢救物品；
第三，当打完120电话后要保持报警电话畅
通，尽量不要使用报警电话通知病人的其他
亲属，以方便120工作人员与报警者联络；第
四，当打完120电话后，应派人在约定路口以明
显标志等车，如手中拿着抢眼的物品或穿显眼
的衣服等，以减少救护车寻找时间。与此同时
家人准备好必要的物品，如病历卡、社保卡、日
用品等一同带去医院。为便于搬运病人，应提
前清理住处过道杂物，尽可能缩短转运时间。
“拨打120后，千万别站着等车来，如果

在景区、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可以派人去附
近拿AED，同时开始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术。”于博说。“脑组织在常温缺血缺氧情况下
只能耐受4分钟，若及时采用心肺复苏按压抢
救，就可以把这个足以致命的时间窗延长到20
分钟左右，这样就为救护车的到来，争取了足
够长的保命时间。”于博表示如果在急救车到
来之前，实施有效的出血控制、处置，预防窒息
等，即可避免伤者死亡。“现场急救每推迟1分
钟抢救，病人的死亡率就上升3%。希望经过
大面积培训，越来越多的市民能掌握急救常
识，因为抢救得越早，成功率就越高。”于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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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骤停救护需抓住黄金四分钟
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术和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是救命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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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宜晚睡早起多食苦味
推荐饮用荷叶茯苓汤酸梅汤

脊柱颈椎成直角心跳仅30下 危险！
胸科医院超高难度手术成功安置起搏器

长了倒刺儿当心撕出甲沟炎
及时用指甲剪齐根剪掉别撕咬

昨天是夏至，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
气。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未病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名老中医继承人孙庆教授说，夏至日白昼最长，夜晚最短，阳气
最旺盛，以后阴气生阳气始衰。因此古有夏至三候“一候鹿角
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的说法。夏至后阳性的鹿角开始
脱落，雄性的知了鼓翼而鸣，喜阴的半夏在沼泽或水田中出生。
人们的起居饮食也要随节气的变化有所调整。

起居方面，一般宜晚睡早起，并利用午休来弥补夜晚睡眠的
不足，年老体弱者则应早睡早起，尽量保持每天有7小时的睡眠
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夏日炎热，腠理开泄，易受风寒湿邪侵袭，
睡眠时不宜扇类送风，有空调的房间，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更
不宜夜晚露宿。另外，每天用温水洗掉疲劳可以增加抵抗力，消
暑防病，改善睡眠。

饮食方面，夏至是一年中人体代谢最旺盛的节气，此时人
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饮食宜清淡可口，多吃具有祛暑益气、
生津止渴的食物，避免油腻。厚味肥腻宜少勿多，以免化热生
风，激发疔疮之疾。夏季因为多汗，体内的盐分损失过多，可
以多食酸味以固表，多食苦味以清心。孙庆推荐食用荷叶茯
苓汤，荷叶1张，茯苓50克，粳米或小米100克，白糖适量，有
清热解暑、宁心安神、止泻止痢的作用。酸梅汤，乌梅100克，
山楂片100克，甘草5克，陈皮50克，冰糖50克，有清热解暑、
生津止渴的作用。

另外，这一时节可以艾灸相应的穴位调动机体潜能顺应季
节变化。如艾灸大椎、肺俞、风门、肾俞可以调理呼吸系统疾病；
艾灸穴位：脾俞、胃俞、足三里可以健脾化湿，远离腹胀、腹痛、腹
泻的困扰；艾灸大椎、肾俞、肩井、天宗可以调理颈肩腰腿痛。

苏玉珂

71 岁的张奶奶
被查出“三度房室传
导阻滞”，心跳每分钟

只有30多下，如不尽快植入心脏起搏器，
老人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张奶奶患强直性
脊柱炎多年，脊柱已经严重畸形，与颈椎成
直角，手术风险极高。我市胸科医院心血
管内科许静主任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成功
为老人实施了起搏器植入手术，老人终于
心跳如常。

据许静介绍，老年患者的三度房室传导
阻滞多是不可逆的退行性病变，尚无明确药
物可治疗，安置起搏器是最有效的治疗手
段。常规的起搏器安装手术是经锁骨下静脉
或腋静脉入路放置心房和心室导管，然后与
胸前皮下的脉冲发生器相连接，构成完整的
起搏系统来带动心脏搏动。术中要求患者平
卧，头向右侧微转，双肩向背部松展，以保证
穿刺不损伤肺部。张奶奶颈椎完全强直，与
胸部形成了直角，且头部不能左右转动，平时

只能靠侧身、垫枕斜卧的姿势入睡，这样的强
直体位几乎无法开展常规起搏器植入手术。
此外，张奶奶还有多年的心衰、慢阻肺病史，
术中一旦误穿肺尖，很可能导致老人心衰发
作和肺功能受损。临床上治疗这类患者最保
险方法是安置“无导线起搏器”，这样可以无
视强直体位，从下肢股静脉作为开口将胶囊
大小的起搏器安置在心室，但张奶奶无法承
担此类起搏器的费用。
许静主任团队经过与张奶奶及家属的协

商，决定尝试以常规方式为她安置起搏器。
手术准备阶段，老人身体平卧在手术台上，但
后颈部完全无法接触到手术台，手术团队用
垫子将老人背部顶住，使老人的头部就与手
术台成直角，为医生创造尽可能清晰的手术
视野。术中，由于老人下颌与胸部紧密贴合，
许静换了多个角度才成功穿刺，完成了起搏
器安置最为关键的一步。可是由于脊柱畸
形，血管走行迂曲，电极线在血管内弯折，无
法进入心脏。此外，病人背部支撑力较差，术
中长时间保持坐姿已经明显体力不支，必须
加快手术速度。许静当机立断，使用相对柔
韧的“左室电极植入长鞘”为电极线作指引，
终于顺利通过了血管最迂曲的部位，接着迅
速完成电极植入测试及起搏器的连接工作。
最终手术历时2小时顺利完成，老人心跳恢
复了正常。 屈志萍 许开旭

冷藏药品切勿冷冻
温度、湿度、光线等是药物常见贮藏要求，需要冷藏的药品切

勿冷冻。因为冷冻后会改变药物制剂的形态引起不可知的变化，
影响药物疗效，甚至导致药物无法使用。以滴眼液为例，滴眼液
中的辅料或者活性成分可能因为温度降低而析出，并以晶体的形
式存在，导致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失效，而且滴入眼中会导致眼球
物理损伤。对于混悬剂、乳浊剂、凝胶剂、乳膏剂一类制剂，冷冻
会直接导致药物出现分层、原辅料析出等情况，影响药效。

大多数人都有过手指长倒刺儿的体验，
“存在感”极强的倒刺儿让人忍不住想一撕了
之。前一段时间一位女演员拔倒刺儿发炎入
院手术的新闻引发了热议，手术必须切开手

指化脓的部位再打麻药着实让人有些恐惧。
我市中研附院外科马秀坤副主任医师对此表示，甲沟炎在门

诊可是不少见，很多病人是举着手指头来看病的。可以看到，病
人的一根手指几乎已经肿得不能弯曲，指头红肿，有的指头远端
还略微有苍白的变化。患者大多数描述疼痛之前有过鱼虾刺伤、
撕咬倒刺儿等情况，不知为何就突然肿痛加剧。她解释说，甲沟
炎多由甲沟及附近组织刺伤、擦伤、嵌甲或者撕咬倒刺儿而引起
的，常先发生在一侧甲沟皮下，出现红肿、疼痛，而后疼痛逐渐加
剧，红肿区内有波动感，甚者出现白色脓点，但不易破溃出脓。炎
症可蔓延至甲根或扩展到另一侧甲沟，因指甲阻碍排脓形成甲下积
脓，感染可向深层蔓延而形成指头炎，甚至形成骨髓炎、指骨坏死。

马秀坤说，甲沟炎初期仅有红肿时，可用雷尔纱布及芙蓉膏
外用治疗。可辅助以微波、红外线等中医特色理疗项目，必要时
口服抗菌药物治疗。已成脓往往需手术治疗。病情较轻者，可采
取沿甲沟旁纵行切开引流术，若甲根处已形成脓肿，则需要分离
拔除一部分指甲甚至全片指甲，此时则存在甲床损伤的可能。

她提醒市民，预防甲沟炎要正确修剪指/趾甲，指甲两端不
宜剪得过短，使甲平齐或稍超过甲床。若指/趾甲周围出现倒刺
儿时，及时使用指甲剪齐根剪掉，不要撕咬。另外，要格外小心
木刺儿、鱼刺儿等刺伤、扎伤、擦伤，一旦出现损伤应及时消毒处
理。脚趾甲沟炎的预防还要注意避免“穿小鞋”，选择舒适宽松
的鞋，避免甲床受压。 陆静雷春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