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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性命相托 永不言弃

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ECMO团队时刻与“死神”竞赛，近两年成功实

施ECMO救治各类危重症患者近70例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曾晓华 叶玉翠 陈斌

2018年初，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引进了第一部体外生命支持系统

（英文缩写

ECMO

）

，从此该院展开了危重症救治的新篇章。 至今已成功实施ECMO

救治各类危重症患者近70例， 仅仅两年的时间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ECMO团队已迈进广东省体外生命支持的先进行列。 就此，近日东莞市滨海湾中心

医院

（此前为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ECMO团队专门接受了信息时报记者的采访。

“7×24小时On call”， 守护患者的

健康生命，这是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ECMO团队每位成员的执念， 他们时

刻与“死神”在竞赛，2020年5月16日至5

月20日，在五天时间里更是用ECMO完

成了4台危重症患者救治。 该院ECMO

团队始终秉承“性命相托、永不言弃”的

服务宗旨，“只要指征出现， 有条件要

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目前滨

海湾中心医院ECMO团队已攻克B超

引导下经皮困难血管

（管径

＜3mm

）

穿

刺置管、VAV-ECMO实施、ECMO远

程转运、凝血监测管理和复杂性血管缝

合修补等各项技术难关。

迈进省体外生命支持先进行列

在近期举办的“泛珠江流域体外生

命支持协作（ECMO）论坛”上，相关调

查数据显示2019年东莞市滨海湾中心

医院ECMO团队成功实施了36例EC－

MO，例数与规模位列广东省第八位，在

榜单上位列该院之前的有广东省人民

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

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等7家省高水

平建设医院。

据悉，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EC－

MO团队由该院副院长江东新和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怿、 林幼萍、陈

玉兰为核心组建而成。团队包含了重

症医学科8名医生， 超声科4名医师，

45名重症护理人员，执行7*24小时值

班制度。 该团队可独立完成ECMO的

置管、运作、管理和撤机，对于血管切

开置管及血管缝合均有丰富的经验

及成果案例， 目前已成功通过VV及

VA-ECMO救治重症肺炎、重症心肌

炎、心跳呼吸骤停

（曾成功救治

1

例心

跳呼吸骤停

1

小时患者 ）

等患者；成功

运用于器官供体功能的改善与保护，

保障器官移植的顺利实施；完成EC－

MO的长距离院际转运， 数次安全转送

粤港澳湾区患者。

自2018年完成首例ECMO以来，东

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至今已成功实施

ECMO救治各类危重症患者近70例，还

多次支援兄弟单位完成ECMO抢救，曾

受邀到深圳市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深

圳医院进行ECMO技术协助。

ECMO是危重症救治的“终极大招”

据了解，ECMO即体外膜肺氧合，

是目前全世界最为先进的体外生命支

持方式，它通过将体内血液经血泵运转

引出体外并膜肺充分氧合后再输回体

内，对急性呼吸或者循环衰竭的患者进

行全部或者部分的有效支持。 简单的

说，它就是心肺替代装置，使心、肺得到

充分的休息，这是目前多种治疗手段无

效时才使用的“终极大招”。 目前购置一

台ECMO的费用约150万至480万不等。

“我院引进ECMO的初衷是：EC－

MO是重症团队实力的综合表现， 作为

东莞市重症医学临床重点专科和主委

单位，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为东莞人民

提供更优质和更先进的治疗，为人民的

健康保驾护航。 ”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

院ECMO团队相关负责人讲述，“东莞

现有ECMO设备7台， 主要分布于东莞

市人民医院， 我院及东华医院等医院，

我院今年已增购1台ECMO， 既能满足

临床需要，又能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

健康。 ”

桥头首批

禁毒主题公交车

正式上路

6月23日上午，在第33个国际禁毒日

来临之际， 东莞市桥头镇举行首条禁毒

公交专线开通仪式， 引导广大群众自觉

提升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推动构建

全镇群防群控的禁毒工作新格局， 进一

步巩固社会综治、平安建设新成果。

当日， 桥头镇委委员、 禁毒委副主

任、 公安分局局长杜志坚参加了仪式并

作讲话。仪式上，桥头公安分局与东莞巴

士公司东部公司签定了警企协议， 并颁

发了警企合作牌匾。据了解，此次警企合

作推出禁毒主题公交车， 旨在充分利用

公交车具有流动性强、覆盖人群多、辐射

面广的特点，开创禁毒专车宣传方式。禁

毒主题公交车将以禁毒宣传“使者”的身

份，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

广大市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扩大毒品

预防工作的覆盖面。

此次桥头设置的首批8辆禁毒主题

公交车为城市巴士宣传专线752号，其起

点为日新传导公司车站， 终点是邵岗头

村委会车站。 通过在禁毒主题公交车上

粘贴禁毒宣传横幅、 播放禁毒宣传标语

和小视频等方式，倡导全民“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构建平安和谐有序桥头的生

活理念， 将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与健

康生活有机结合， 共同营造全民禁毒的

浓厚氛围。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香雅怡 邵锦烺

时刻与“死神”在竞赛

“7×24 小时 On call”， 守护患者

的健康生命，这是东莞市滨海湾中心

医院 ECMO 团队每位成员的执念，

在 5 月 16 日至 5 月 20 日的五天时

间里， 该团队成功践行了这一承诺，

足迹横跨虎门、长安、凤岗、常平四镇

及莞深两市， 用 ECMO 完成了 4 台

危重症患者救治，团队人员日均睡眠

仅 3-4 小时。“性命相托、永不言弃”

不是一句空话，许诺支撑每个成员克

服所有困难不断赶赴下一个战场。

5 月 16 日下午 18 时， 长安某医

院一个重症产妇羊水栓塞并多器官

功能衰竭，已经命悬一线，常规机械

通气和泵入血管活性药物等治疗方

案已经难以维持生命， 需紧急建立

ECMO 予以体外生命支持，滨海湾中

心医院 ECMO 团队接诊并迅速赶往

当地医院，由于路况、气候、患者血管

条件、病情危重程度等诸多不良因素

影响， 此次救治花费近 8 个小时，当

患者在 ECMO 支持下安全转运至该

院时，已是 17 日凌晨 2 时许。

正当众人舒展腰背、片刻小憩之

时，凤岗某医院医务科主任的电话骤

然而至， 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陈怿接完电话后

凝重的告知大家，当地医院有一名

重症肺炎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的患者需要 ECMO 救治，“哪里有

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去”， 准备器械、

马上出发。 但是突然发现了一个比较

严酷的事实， 就是没有 ECMO 仪器

了，怎么办？ 借调！ 向谁借？ 谁肯借？

几百万的仪器说借就借？ 来回借调仪

器是否耽误救治？ 这一系列问题困扰

着大家， 根据所在医院的地理位置，

陈怿因地制宜地做出一个决定：兵分

两路，一路去往与该镇相临近的深圳

市某三甲医院借用 ECMO 设备，另

一路直接赶往当地医院做好术前准

备并穿刺置管。 当时患者的低氧血症

超过了大家的预期，在极限呼吸机参

数的支持下氧合指数不足 60mmHg，

随时可能死亡，这是启动 VV-ECMO

治疗的强适应症。 该团队二话不说，

按照既定的分工， 娴熟的管路预冲、

消毒铺巾、超声引导、穿刺置管、连接

运转，全程耗时 25 分钟，这是无数次

预演和实践磨练出来的默契与配合，

当富含氧气的鲜红色血液缓缓灌注

入患者体内，监护仪提示血氧饱和度

由 50%逐渐攀升至 100%时，团队成员

每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再次回到本院时已是 17 日中午

13 时许， 该团队的成员们稍作休整，

又投入临床紧张的一线工作中去。 刚

抹净身上的汗水，有人激昂地喊了一

声“有本事再来一台， 我们还能

战！ ”。 病人说来就来，18 日凌晨 3

点多，一位吸入性肺损伤并 ARDS

的患者被推入滨海湾中心医院重

症医学科病房，常规呼吸支持在这

种严重低氧血症面前如掏沙壅河

一般，ECMO 是她唯一的生路。 在

已有两部 ECMO 运转形势下，如

何解决仪器设备、 管路耗材和人力

资源不足便成为当务之急，第一时间

将情况向上级部门汇报，紧急调配兄

弟医院一套 ECMO 设备以供使用，

本应休假的同事迅速返回工作岗位，

很快第三台 ECMO 顺利运转， 保障

了患者的氧合， 为她的恢复创造条

件。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国内外 ECMO 设备和耗材一直处于

供不应求的状态，“完成第三台 EC－

MO，已经没有库存的设备和耗材了，

真担心又有突发的抢救，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有心无力是医者之殇。 ”该团

队一个成员话音刚落，20 日中午，常

平某医院的求助电话响起，一位因

诊断颅内动脉瘤破裂并神经源性

肺 水 肿 的患者需 要 ECMO 的救

治。 怎么办呢？ 不能见死不救。 陈

怿立马致电 ECMO 厂家将当日珠

三角地区唯一一套“压箱底 ”的耗

材取出并送抵该院，同时利用体外

生命支持救治网络又一次和市内

有 ECMO 设备的医院紧急联系借

调，兵分两路赶赴当地 ，当 ECMO

再次顺利运转起来意味着患者的生

命得以延续转回，团队的每个成员躯

体虽深感疲惫， 但心情却是舒畅无

比，毕竟守护患者的健康生命是团队

此生最大的执念。

“五天完成四台， 在东莞未见先

例，是偶然也是必然。 ”东莞市滨海湾

中心医院 ECMO 团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非常感谢上级主管部门和市内外

兄弟单位的支持帮助，同时也离不开

以医院为平台的多学科协助，从急诊

科、影像科到重症医学科，为了保障

ECMO 患者获得高质量诊疗，充分调

配科室资源，加班加点，完美诠释了

“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也

实现当年白衣执甲时的那句承诺“性

命相托，永不言弃”。

“

7×24

小时

On call

”， 守护患者的

健康生命，这是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ECMO

团队每位成员的执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