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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嫁接”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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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患者重获新生
厦门市第三医院“邱海波名医工作室”成立一年多来，助推精准开展俯卧位通气、
ECMO 诊疗技术等高难度治疗，
重症患者救治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让许多患者重获新生

健康新闻

成立名医工作室，柔
性引进人才，助推学科发
展，是厦门市第三医院以
党建为引领，将党建和业
务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
之一。医院党委始终紧
扣中心工作抓党建聚人
才，
“高位嫁接”优质医疗
资源，汇聚各方力量，为
医院的人才培养和专科
发展注入新动力，助力富
美同安实现全方位高质
量发展超越。

人物声音

人类工业化为主要原因
2020 年 11 月 4 日，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并鼓
动加拿大也退出。这使得许多国人对地球气候的变化
更加关心，全球气候到底会怎样变化，国际社会又是如
何应对?

全球气候变暖是不争的事实

助推危重症救治
水平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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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邱海波名医
工作室专家成员、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刘玲教授再次来到厦门市
第三医院重症医学科，带领科
室医生大查房，为疑难重症患
者诊治，分享近年来的研究成
果，并带来题为《新冠再袭：高
度重视 科学防控》的授课。
作为同安区首个名医工
作室，
“邱海波名医工作室”落
户厦门市第三医院后，邱海波
教授及刘玲教授、潘纯教授等
多次莅临三院指导，名医大查
房、疑难病例诊治、会诊、线上
“微讲堂”
等已成为一种常态。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重症医学科是国家重症医学
质量控制中心，
2020 复旦专科
排行榜重症医学专业全国第
一，科室医疗、教学、科研实力
均十分强大，邱海波教授是国
内著名重症医学专家，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最早赶赴武汉，
被尊称为“重症八仙”，由于表
现突出，被国家相关部门选中
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出席“国家
公祭日”
“
。高位嫁接”
这一顶级
医疗资源的一年多来，三院重
症医学科发展突破救治瓶颈，
俯卧位通气、
VV-ECMO救治
技术、VA - ECMO 救治技术
等高难度治疗手段精准开展，
重
症患者救治水平得到快速提
升，
让许多患者重获新生。

全球气候变暖：

精准诊治 脑外伤患者跳出“鬼门关”
去年 11 月，年仅 37 岁的王先生
（化名）不慎从高处跌落，严重颅脑外
伤，在市第三医院神经外科团队的紧
急手术治疗下，保住了性命。然而雪
上加霜的是王先生又患上了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出现严重呼吸困难和
低氧血症，氧合指数不到正常的六分
之一。三院重症医学科团队立即采
取 了 俯 卧 位 通 气 的 方 式 ，并 予 以
VV-ECMO 治疗。但患者不仅患有
颅脑外伤，还有其他疾病，操作难度
极大，特别是致命性大出血、血栓形
成等风险也大大增加。在重重困难
面前，这个团队没有退缩，按照邱海
波教授团队曾经指导过的步骤，他们

有条不紊地启动 ECMO。如何进行
更精准的诊治呢？
“ 走！带着 ECMO
查 CT！”正在现场查房的刘玲教授给
出了解决方案。
其实，ECMO 病人做 CT 是一个
艰难的挑战，危重症病人对 ECMO
高度依赖，做 CT 检查就要搬运呼吸
机、ECMO、微量泵等众多仪器设施，
运送途中 ECMO 管道脱落的风险也
很大，若因为颠簸引起管道移位则会
危及病人生命，但在邱海波名医工作
室专家成员刘玲教授的带领下，重症
医学科团队成功完成了 ECMO 下的
CT 检查，在精准诊治后，王先生最终
跳出
“鬼门关”
，
转入普通病房。

名医指导 抢救技术迈上新台阶
重症医学科（ICU）是三院的重
点学科，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邱海波
教授及其名医工作室的专家们每个
月都会来到三院，从医疗、科研、教
学、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对三
院予以全方位指导，并开展俯卧位通
气抢救各类型呼吸衰竭、应用 ECMO 抢救呼吸衰竭和循环衰竭、应用
NAVA 救治 ARDS 患者，提高危重
症抢救的成功率。
除此之外，科室成员还时常与邱
海波教授团队进行线上交流，
“ 科室
成员每周都会参加中大的线上学习，
紧跟世界先进重症医学理念，每个月
开展一次质控会，提升业务水平。”重
症医学科主任吴彬说，在疫情的影响

下，科室成员也积极通过远程会诊、
远程查房、视频交流等多元化沟通方
式，与邱海波名医工作室专家开展常
态化交流。
“实现与国家顶级医疗专家资源
嫁接，急危重症救治技术显著提高，
攻破多个疑难杂症，开展了许多‘以
前虽然会但不太敢积极去做’的操
作。”吴彬介绍说，比如，俯卧位通气
可以帮助呼吸衰竭的患者缓解症状，
但操作难度大、风险高，在邱海波名
医工作室专家的指导下，仅去年就成
功开展 28 人次俯卧位通气技术，
“这
也标志着三院在疑难危重抢救技术
上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救治重度
ARDS 病人积累了经验。 ”

“厦门三院重症医学科疑
难复杂重症的医疗技术水平
提升很快，也是邱海波名医工
作室中成果最显著的工作之
一。”邱海波名医工作室专家
成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刘玲教授
表示，今后，在“邱海波名医工
作室”的合作基础上，他们还
将持续开展线上“微讲堂”、面
对 面 查 房 、双 方“ 互 访 ”等 活
动，通过讲座、带教、培训、论
坛 等 方 式 ，搭 建 更 多 交 流 平
台，提升厦门市第三医院重症
医学科的诊疗水平，助推三院
危重症救治水平提档升级。

全球气候变化可以通过许多现象来印证。
1. 北极圈附近冰山逐渐减少，消失。北大西洋 16
个国家联合成立了国际冰情巡逻队，负责观察北极圈附
近冰山的活动路线。2003 年，他们还能够观察到 927
座冰山，
到 2006 年冰山数字为零。
2. 世界许多地方的冰川退缩、消失。冰川是极地或
高山地区多年存在的天然冰体。中国的冰川主要位于喜
马拉雅山、横断山、昆仑山、祁连山等，
这些冰川由于气温
升高，正在不断缩减。例如祁连山冰川和积雪面积缩减
明显，
冰川地区的雪线最快正以年均 2 米至 6.5 米的速度
上升；美国冰川国家公园，现在已经基本上见不到冰川
了；
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冰川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冰原，
现
在则成为大湖。冰川是很多河流的源头，其退缩势必会
影响河流的流量，
更容易造成江河流域的旱灾。
3. 海平面上升。以中国为例，1980 年至 2011 年，
中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 2.7 毫米/年，高于全球
上升平均水平。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沿
海海平面上升明显。海平面上升是由于地球冰盖融化
而造成的，
也说明了全球气候是在变暖的。
4. 地球表面气温增高。实测资料显示，地球表面气
温是持续升高的。从 1900 年-1999 年世界年平均气温
的变化趋势来看，地球上绝大多数地区温度上升，不少
地方上升趋势十分明显，只有个别地方有小幅度下降。
另外，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也累破高温纪录，其
中 2020 年 1 月，全球平均气温又破纪录，成为自 1880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 1 月。
以上四点都指向地球温度上升，足以说明全球气候
是在变暖的。

全球气候变暖有五大危害

刘玲教授在市第三医院为
危重症患者进行诊治。

刘玲教授在市第三医院重
症医学病房查房带教。

1. 导致更多极端天气的出现。气温升高所带来的
热能，会提供给空气和海洋巨大的动能，从而形成大型，
甚至超大型台风、飓风等灾难。中国超强台风（16 级以
上）发生的数量增加，由 1970 年代初的不到 20％，增加
到 21 世纪初的 35％以上。
2. 陆地水分大量流失。全球变暖使得陆地冰川积
累速度远没有融化速度快，导致赖以生存的淡水越来越
不足，甚至会因缺水而产生冲突和战争。水分大量流失
更加容易产生火灾。
3. 海平面上升。气温升高，冰川、极地冰山消融，海
平面就会升高，可以引起海岸生态群丧失等，造成沿海
生态环境失衡；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一些小岛国将遭
到灭顶之灾。例如，在 2004 年的南亚大海啸中，马尔代
夫一度有三分之二国土惨遭淹没；基里巴斯（太平洋岛
国）很可能在 30 年到 60 年内无法再居住，正在考虑举
国迁往斐济。
4. 不排除未来气候突变的可能性。气候突变是相
对于气候变化的“渐变”而言。近 50 年来，以降水为例，
中国西部地区约增加 15％至 50％；东部地区频繁出现
“南涝北旱”，华南地区增加 5％至 10％，而华北和东北
大部分地区约减少 10％至 30％。气候变化也使得防灾
的困难增大，例如，2008 年长江南北出现的严重冻雨或
冰冻天气，
北方的冻害出现在南方，
增加了灾害的威力。
5. 影响人类健康。气温升高会影响人类生理机能，
生病几率将越来越大，各种生理疾病将快速蔓延，甚至
滋生出新疾病：眼科疾病、心脏类疾病、呼吸道系统疾
病、消化系统类疾病、病毒类疾病、细菌类疾病等。

气候变暖主因：
人类工业化排放大量温室气体

吃李干连核吞
肠子堵了腹痛难忍
文/本报记者 刘 蓉 通讯员 夏华珍
图/厦门市海沧医院 提供
吃李干不吐核，把自己“送”进
手术室，昨天出院时，老李想起来还
是觉得很狼狈。不过，还好及时就
医，没有出现其他的并发症。

▲老李
的 CT
影像结
果 显
示 ，李
干核堵
在肠管
里。

确诊为急性肠梗阻，医生手术取出两枚李核

回肠末段先天性狭窄
胶冻样物质“路过”被“卡”
给老李进一步查体，问询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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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空腹吃
柿子李子等水果

李干好吃懒得吐核
晚饭后腹疼难忍
老李今年 55 岁，在厦门务工。
上周三下午，朋友送给他一大包李
干，他一尝味道不错，酸酸甜甜，一
个接一个吃个不停，有的果核他干
脆懒得吐，一块咽了下去。
一个下午饱享了李干，当天晚
饭后，老李开始感觉腹部胀气和疼
痛 ，他 以 为 是 李 干 吃 多 了 ，消 化 不
良，忍一忍会好转，结果腹部闷痛感
越来越明显，甚至到无法忍受的状
态，他觉得不对劲，当天 22 点出头，
赶到家附近的厦门市海沧医院急诊
科就诊。
接诊医生让他拍了个腹部 CT，
发现老李肠道里有两个高密度异
物，肠管也严重阻塞了，立即请院内
普外二科值班的徐文军副主任医师
会诊。

接诊时间

▲徐文军（中）在给手术后的老李查体。
进食情况后，再结合影像检查结果，
徐文军确认老李是急性肠梗阻，异
物很可能就是李干核。他马上为老
李进行了急诊腹腔镜探查手术，进
入腹腔梗阻的回肠末段，切开一看，
果然是两枚李干核卡住了。凑巧的
是，在卡顿的回肠末段，老李是先天
狭窄，狭窄处有 3 厘米长，难怪出现
急性肠梗阻。
“ 一般来说，食物从胃
进入肠管后，被磨成胶冻样物质，到
达大肠变成粪石排出体外。异物卡
顿发生的部位，一般也是胃部或食
道较多，到了肠管大多不会再出现
卡顿，这名患者带着李干核的一团
胶冻样物质太大了，
‘ 路过’狭窄段
肠管时，就被堵着了，导致急性肠梗
阻。”徐文军解释。

找到了 CT 片显示的两枚李干
果核，取出异物切除狭窄段的肠管，
徐文军将肠管两端重新缝合。
知道两枚果核被取出来了，老
李才松了口气，他很懊悔：
“ 这教训
太大了。我看李干核圆圆的，吃的
时候就懒得吐直接吞了，以为不碍
事，哪里想到会把自己折腾进手术
室。以后我再也不敢不吐核了，吃
啥都记得吐核。
”
徐文军介绍，和老李同样病情
的患者，他每年都会遇到几例，这个
病叫作“柿石性肠梗阻”，是普外科
常见的一种疾病，患者在空腹进食
柿子、李子等后，会出现腹痛、腹胀、
呕吐、肛门停止排气排便等症状，严
重者甚至会肠坏死，危及生命。

●厦门市海沧医院普外
二科 副主任医师 徐文军
“柿石性肠梗阻”患者大
部分可以在润滑剂的帮助下
把柿石排出，不过，我曾接诊
过一例，肠管梗阻时间拖了一
天未及时就诊，导致肠管缺血
坏死。
柿子和李干的“威力”竟
然这样大？柿子、李子类的水
果内含有鞣酸与果胶，尤其是
未成熟的柿子里鞣酸含量更
高，当鞣酸遇到胃酸时，容易
发生凝结，容易和胃内脱落的
上皮、黏液及食物残渣，特别
是纤维素胶合在一起，会变成
果胶样的异物，即所谓的“柿
石”。较大的柿石容易阻塞在
胃或肠道里，形成肠梗阻，如
果吃的过程中果核没有吐掉，
梗塞就会更加严重，无法自行
排出时，只能通过急诊手术治
疗了。
要切记，柿子、李子、山
楂、黑枣等水果中含有大量鞣
酸，不宜多吃，尤其是不能空
腹吃，更不能吞咽果核，也不
宜与含高蛋白的牛奶、豆
浆 、鱼 虾 等 一 起 食 用 ，
以免形成“柿石”，造成
胃肠梗阻。

导致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工业化以来大量使用矿
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等多种温
室气体，
导致地球产生温室效应，
使全球气候变暖。温室
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这些活动包括：
化石能源开采过程、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工业生产过程、
农业和畜牧业、
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废弃物处理过程。
什么是温室效应？太阳短波辐射可以透过大气射入
地面，而地面增暖后放出的长波辐射却被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等温室气体所阻拦和吸收，温室气体就像玻璃或塑
料膜，
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大暖房。一般情况下，
地球温室
效应是有益的，
因为如果没有大气，
地表平均温度就会下
降到-23℃，
而实际地表平均温度为 15℃，
这就是说温室
效应使地表温度提高至 38℃。但是温室气体太多，
就会
使地球温度上升过多，
产生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
这样看来，控制地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是解决全球
气候变暖最重要手段。

世界应对措施：
各国一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对于全球气候变暖，全球科学家的共识是：有 90%
以上的可能是人类自己的责任，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是必
需的。从 1979 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保护气候，
中间又有几次会议确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定了发达国家 2008 年~2012
年的量化减排指标，
使全球应对气候变暖走上正轨。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巴
黎协定》，次年 4 月 22 日在纽约签署了协定，为 2020 年
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其长期目标是将
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摄氏 2
度以内，
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摄氏 1.5 度以内。
所谓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让排放了一
百多年温室气体的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多
出一份力。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是
工业化带来的副作用，不愿意承担治理气候变暖应负的
责任，
是极端自私，
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名词

气候

气候是指一个地区天气的多年平均状况。
气候概念的时间范畴很大，大到包括几百、几千、
几万甚至几亿、几十亿年的范围。从地球的历史
来看，地球诞生于 46 亿年前，经过几十亿年演化，
才形成今天的气候状况。从地质期来看，气候变
化都在万年以上，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则以千年、
百年计，现代气候计算时间一般为 30 年。地球气
候变化，
指的是地球平均气温的总体变化。
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温变化就
加入了极其显著的人为因素，使得地球气温基本
上为持续上升趋势。
（厦门市老科协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