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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

讯员 庄海棠 刘勇 ）

流感在南方地

区有冬春季和夏季两个流行高峰。

根据往年接种情况，广东将在9月份

启动冬春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据了解， 今年第一批国产四价

流感疫苗已获批签发上市， 广东居

民最早可在9月初接种该疫苗。

疫苗生产方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年四价流感疫苗产量

翻番， 可足量保证广东居民

接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实习生 毛

洁 通讯员 李雯）

一名11岁的小患者，因为

一直咳嗽检查出一个3厘米大小的左侧纵

隔囊肿。因囊肿所在区域内有食道、肺部等

器官， 任其发展可能发生感染或致重要器

官受压。日前，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为

他进行手术切除， 这是该院首例Tubeless

（非气管插管保留自主呼吸）

胸腔镜下纵隔

肿瘤

（无功能瘤）

切除手术，患儿从入院到

出院仅花6小时，创下世界目前此年龄段同

类手术最短住院时间记录。

据介绍，市妇儿医疗中心胸外科、麻醉

与围术期科手术团队经多学科会诊， 决定

为这名小患者进行全胸腔镜下纵隔囊肿切

除术。 手术决定使用Tubeless

（非气管插管

保留自主呼吸）

， 让患者可以自主呼吸，仅

需在椎旁神经节阻滞麻醉， 这避免了气管

损伤，也减少了麻醉药物的使用。 手术前，

医疗团队对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讨论，并对科室之间的衔接、手术

流程进行多次演练， 最终手术仅用半小时

成功完成。

记者了解到，手术仅在患者身上切开3

个3～5mm微创切口， 入院到出院仅花6小

时， 创下世界目前此年龄段同类手术最短

的住院时间记录。用传统手术方法的话，住

院时间需10～14天。“做完手术不久，患者就

睁开眼睛，这说明麻醉的精准性。 ”该院胸

外科主任刘威指出，该手术为日间手术，特

点在于微创、快速恢复、精准和减少费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实习生

陈明偲 通讯员 周晋安 甄晓洲 ）

86

岁的李奶奶因糖尿病入院， 突发胸

痛症状。 中山三院胸痛中心一键启

动急救，通知心血管内科会诊。 从发

现症状到完成血管开通仅用了60分

钟，老人得以获救。

据了解， 中山三院是中山大学

附属医院中首家通过省级胸痛中心

验收的医院，建立了严密、高效的院

内外胸痛处理流程， 覆盖整个天河

区。 根据流程，一旦在院内其他科室

住院患者发生急性胸痛， 一条抢救

生命的绿色通道可立即开通。

发病后60分钟完成血管开通

7月26日，86岁的李奶奶因糖尿

病入住中山三院内分泌科。7月29日，

李奶奶吃过早饭后突然觉得胸口不

舒服，冷汗直流，呼吸也变得十分困

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 当天9点15

分， 内分泌科管床医生朱强闻讯赶

来，判断这是典型的胸痛症状。 5分

钟内， 朱强为患者完善了床边心电

图， 结果为典型的急性ST段抬高型

下壁心肌梗死， 朱强马上向上级汇

报。 副主任医师穆攀伟赶到后，指导

团队进行心电监护、吸氧、开通补液

通道等， 同时拨打中山三院胸痛中

心一键启动电话， 通知心血管内科

住院总医师前来会诊。

9点23分， 该院心血管内科主治

医师凌叶盛接到内分泌科电话。 9点

48分，患者被送达导管室，CCU副主

任吴震，导管室护士、技师已经在台

边等候患者。 过床、消毒、铺巾、穿

刺、造影，抢救快速熟练进行。10点05

分，冠脉造影术完成，与心电图检查

结果符合： 李奶奶心脏前降支中段

重度狭窄， 右冠状动脉中段已经完

全闭塞。

心内科导管团队马上作出介入

决策：对右冠状动脉行PCI术。 10点

13分，导丝通过闭塞段，完成了血栓

抽吸、球囊扩张等关键操作，右冠状

动脉远段血流恢复， 患者胸痛明显

缓解。 从李奶奶发病至血管开通只

用了60余分钟，术后她恢复良好。

快速诊疗通道降低确诊时间

据了解， 中山三院胸痛中心于

今年5月通过广东省胸痛中心验收。

胸痛中心采用快速、 标准化的诊断

方案， 对胸痛患者提供更快和更准

确的评估和诊疗， 为急性心肌梗死、

主动脉夹层、肺动脉栓塞等以急性胸

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危重症患者

提供快速诊疗通道，显著降低胸痛确

诊时间， 降低了致命性胸痛的死亡

率、致残率，为胸痛患者打通生命救

治绿色通道。 胸痛中心建立后，高危

胸痛患者并发症及死亡率约降低一

半左右， 死亡率从7%～8%降低到3%

左右，心衰的发病率从20%降低到7%

左右。

据悉，胸痛中心组织架构包含核

心医院和网络医院，二者通过固定的

微信群联系，网络医院的医生一旦发

现情况，将病人简单的病史和心电图

发至群上，并拨打一键启动电话。 核

心医院医生马上进行诊断， 对于急

性ST段抬高型下壁心肌梗死， 医生

能通过心电图大概判断病变血管。

如果已明确诊断， 不管对方决定做

手术与否 ， 医院立即准备手术。

“大不了浪费我们工作而已。 ” 吴震

说，院外病人一旦发现情况拨打电话

120即可。“一键启动是胸痛中心最重

要的环节，无论是院内发生的胸痛事

件还是院外的，都可以通过启动电话

联系我们。” 胸痛中心医疗总监钱孝

贤说。

四价流感疫苗最快下月初可接种

婴幼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六类人群建议优先接种

鸡蛋过敏禁用；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可用；

广州自费接种价格为163～168元；

注射后约15天会产生抗体，保护周期至少一年。

接种疫苗知多D

中山三院胸痛中心今年5月通过广东省胸痛中心验收

一键启动急救 救回胸痛患者

切除纵隔囊肿

小患者6小时出院

●6～23

月婴幼儿：

患流感后出现重症风险高，

流感住院负担重，应有限接种疫苗；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患流感后死亡风险最高，

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重要目标人群；

●2～5

岁儿童：

流感疾病负担也较高，但低于小

于2岁的儿童；

●

特定慢性病患者：

心血管疾病

（单纯高血压除

外）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肝肾功能不全、血液病、神

经系统疾病、神经肌肉功能障碍、代谢性疾病

（包括

糖尿病）

等慢性病患者、患有免疫抑制疾病或免疫功

能低下者，患流感后出现重症的风险很高；

●

医务人员：

不仅可以保护医务人员自身，维持

流感流行季节医疗服务的正常运转， 同时可有效减

少医务人员将病毒传给流感高危人群的机会；

●6

月龄以下婴儿家庭成员和看护人：

由于现有

流感疫苗不可以直接给6月龄以下婴儿接种，该人群

可通过母亲孕期接种和婴儿家庭成员及看护人员接

种流感疫苗，以预防流感。

建议优先接种人群

今年3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发

布了2019-2020年度北半球季节性

流感疫苗推荐组分并优先给出四价

流感疫苗组分， 覆盖了目前流行的

流感病毒组分。这意味着，具有更全

面保护效果的四价流感疫苗成为未

来预防流感病毒的首选。

据了解，2018年世卫组织推荐

的北半球季节性流感疫苗包含的是

甲型H1N1、H3N2和B型Victoria系

（

BV

）

组分。但近年来，两种不同的B

型流感

（

Victoria

系和

Yamagata

系）

一

直合并流行， 流行几率大约各占

50%。 因此2018年生产的三价流感

疫苗对B型Yamagata

（

BY

）

病毒未能

起到很好的抵抗作用。 四价流感疫

苗相对三价而言， 增加了一种B型

系的病毒， 使得B型流感的两大谱

系都被涵盖其中。 B型流感病

毒主要呈局部爆发，并倾向于

感染特定人群，如免疫力较差

的儿童、老年人等。

广东冬春季流感疫苗接

种将在下月开始。 记者了解

到， 今年第一批国产四价流感疫苗

已获批签发上市， 广东居民最早可

在9月初接种该疫苗。疫苗生产方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四

价流感疫苗产量翻番，

达1100万人份，华南地

区的疫苗供应可足量

保证广东居民接种。

8月21日，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召

开“新形势下的流感防控对策研讨

会”。 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员郑建东博士指出，2004年～

2010年， 我国每年的季节性流感相

关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数达

66400人；2003年～2008年，南方城市

流感相关呼吸和循环系统疾病超额

死亡率达8.8/10万，其中超过86%的

死亡发生在65岁以上人群。

“流感作为全球性监测传染性

疾病， 发病率可列为各种传染性疾

病之首， 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最

经济、 最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

施。 ”郑建东表示，流感疫苗是预防

流感的最佳手段，是第一道防线。

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佳手段

今年四价流感疫苗足量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