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无痛技术？海口市人民
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田毅解释说，
无痛技术就是将现代麻醉技术应用
到医疗诊治活动过程中，使患者在

这个过程没有痛苦、很舒适地进行
检查治疗。

随着麻醉技术的不断进步及
患者对舒适治疗需求的不断提

高，无痛技术已渗透到临床诊疗
的各个角落，如无痛胃肠镜、无痛
人流及分娩、无痛支气管镜、无痛
影像检查、无痛介入检查及治疗、

日间手术、术后镇痛和疼痛治疗、
老年麻醉与康复等，甚至小儿的
牙科诊治都开始应用无痛技术
了。

无痛诊疗在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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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技前沿

资讯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身体某个部位很疼，去过很多科
室，找过不少专家，疼痛却仍然没有消
除。这种情况怎么办？不妨去医院的
疼痛门诊看一看！据了解，目前省内
各大二级以上医院都开设了疼痛门
诊，但是大多数人却并不知道疼痛门
诊的存在，依然饱受着疼痛的煎熬。

海口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
田毅提醒广大患者：慢性疼痛本身就

是病，千万不能忍，不明原因的持续性
疼痛超过一周，建议赶紧到医院疼痛
门诊就诊。

“人们常说的疼痛可分为急性
疼痛和慢性疼痛两种。其中，急性
疼痛多是一些疾病的症状，如感冒
时的头痛、急腹症时的腹痛等。而
持续3个月以上的疼痛就是慢性疼
痛了。”田毅介绍，目前，疼痛已被列
为除体温、脉搏、血压、呼吸外的第
五大生命体征，慢性疼痛本身就是
一种病，而且往往是多系统疾病的

病因。
田毅介绍，疼痛门诊诊疗宗旨在

于治疗那些看起来病因不明或在其他
门诊难以治疗的疼痛疾病，包括各种
急慢性疼痛，如三叉神经痛、偏头痛、
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痛、带状
疱疹疼痛、癌症晚期痛以及长期的术
后痛和截肢手术产生的幻肢痛等，目
前最常见的治疗手段为神经阻滞疗
法。

“通过有效治疗，大部分的慢性
疼痛能得到有效缓解。”田毅讲述，

但是现实生活中，在疼痛初期及时
就诊的患者并不多见。疼痛患者强
忍疼痛和自行服药的现象非常普
遍，甚至有患者把止痛片当作了万
能药。

田毅表示，止痛片等药物，可能
刺激胃黏膜，引起严重的胃肠反应，
甚至导致肝肾功能损伤，患者若不能
明确自己的痛感是哪种疾病引起的，
应到疼痛专科确诊，在医生指导下用
药，避免过度依赖止痛药或轻信土方
偏方。

麻醉成为临床上一支“特种部队”

无痛诊疗让患者不怕“痛”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

说到麻醉，
人们往往会联想
到手术。如今，
在临床上，麻醉
已成为一支“特
种部队”，不仅限
于手术，在无痛
诊疗上也日益发
挥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近日，记
者采访了海口市
人民医院（中南
大学湘雅医学院
附属海口医院，
以下简称海口市
人民医院）麻醉
科主任医师田
毅，带您走近这
支医学中的“特
种部队”。

人们总觉得洗牙会把牙齿变稀
松、牙缝会变大、牙齿会敏感等等，
这都是因为对洗牙的不了解而产生
的误区。

1.洗牙能让牙齿稀松吗？不
能。洗牙不会让牙齿变松，有些人
觉得洗完牙后牙齿变松，有这种感
觉的人，往往是因为牙齿上有大量
的牙结石，牙周病情非常严重，导致
牙齿已经松动，因大量牙结石连成
一片，形成一个夹板，把松动的牙齿
都固定了起来，因此感觉不到牙松
动。但不能因为牙结石固定牙齿就
不做清除。因为牙石夹板上有大量
的细菌，继续刺激牙龈发生炎症，并
且促进牙龈下方牙槽骨的吸收，牙
齿的松动还在继续加剧。一旦洗完
牙，牙石夹板清洁掉了，牙齿本身的
松动问题就显露了出来，导致患者
以为是洗牙后导致的牙齿松动。这

是许多重度牙周炎患者治疗的误
区，应积极治疗牙周疾病。

2.洗牙后牙缝会变大、牙齿会
发酸吗？有牙周炎的人洗牙后牙
缝会变大。洗牙之前牙石多、牙龈
明显肿胀的患者，洗牙后更容易发
现牙缝变大，有出现很明显的牙齿
敏感情况，这表示牙齿已出现了炎
症，需要及时进行治疗。而在没有
炎症的情况下，洗完牙后，牙齿非
常清爽，感觉牙齿干净了很多，也
没有出现明显的牙齿敏感，会逐渐
恢复。

一般建议半年至一年内到正规
的口腔医院洗一次牙，洗牙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防治口腔疾病，而不单
纯是为了好看。通过洗牙可以减轻
牙龈炎、牙周炎的炎症状况，但单靠
洗牙是不能治愈牙周炎的，还应对
症下药进行专业的治疗。 （王润）

洗牙的误区有哪些？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徐敬

“是韩主任将我从死亡线上拉
回来的！”近日，患者黄先生及家属
将一面写有“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
的锦旗赠给了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省三院）普外科医务人
员，特别向在省三院帮扶的“京医”
专家韩喜春表达了感激之情。

一个月前，53岁的黄先生突然
大量呕血，被紧急送入省三院进行救
治。入院后，其被诊断为急性上消化
道出血并伴有失血性休克。经内科
治疗效果欠佳，黄先生一度生命垂
危。“如果不及时手术，患者生命会非
常危险。时间就是生命！”韩喜春果
断决定和消化内科、普外科医护人员
共同对患者进行手术。

医生们为患者切开胃前壁后，
发现里面大量积血并有成块，清理
干净后，发现患者十二指肠球部后
壁溃疡约2.0cm×2.0cm，且仍有一
处在活动性喷血。韩喜春迅速用大
针缝合溃疡基底及环溃疡一周交锁
缝合止血后，顺利为患者进行胃大
部分切除毕2式吻合术。“复杂的手
术在韩老师手里操作得规范漂亮，
患者转危为安，术后康复良好”。住
院医师吴开李介绍起这例手术仍然

非常激动。
“他是个无私奉献的人”“对于

技术他要求精益求精”“非常有担
当”“就像亲人一样关心鼓励着大
家”……这是省三院普外科医护人
员对韩喜春的印象。

作为一名有着40多年临床工作
经验的普通外科主任医师，韩喜春尤
其擅长普通外科疑难危重病人的诊
断和抢救治疗。他是国家卫健委和
海南省共同开展的“京医老专家百人
团”智力帮扶海南项目的专家团成
员，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两
年从吉林来到三亚，在省三院普通外
科进行帮扶。韩喜春到达医院后，就
立即投入到工作，熟悉医院的规模概
况、科室设置、人才结构、仪器设备及
各项技术指标，了解当地各民族的风
俗习惯及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
情况。在省三院200多天的时间，韩
喜春不但获省三院普外科医生护士
齐点赞，更有不少患者家属专门为他
送上了致谢锦旗。

自去年12月1日来到省三院，
韩喜春指导完成的普外科手术有
29台，其中大部分为急危重病人。
每一次手术他都仔细检查，精心准
备，全力以赴带领医护人员完成对
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

“韩喜春老师的传帮带不仅是
在业务技术上，更是在思想上，在
治学为医的品德上。他会一边手
术一边告知我们解剖和技术上的
疑难点知识，还经常为我们开展小
讲座，将他的知识和经验都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我们。”谈起韩喜春，普
外科医生卓恩挺如此称赞道。这
里的医生护士们都亲切称呼韩喜
春为“老师”。

韩喜春说，他已经将三亚视为
自己的第二故乡，能在这里当老师
带学生，他觉得非常自豪。

“京医老专家百人团”项目，是
我省柔性引进医学人才的一个重要
项目。项目自2016年12月正式启
动以来，至今已实施六批次行动，共
计136名老专家到海口、三亚、陵
水、琼海、万宁等市县开展智力支持
工作。老专家来自北京医院、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北
京宣武医院等。老专家在受援医院
不仅开展门诊、手术、查房等诊疗工
作，还带教青年医生、开展学术讲
座，并积极为科室管理、学科发展出
谋划策。在2017年度的第四届海
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
益活动中，“京医老专家百人团”也
获得了“特别贡献奖”。

从北到南智力帮扶200天

“京医”专家获患者齐点赞

我国发布最新全国健康
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记者4月9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行发
布会上了解到，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近日印
发《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版）》，这一
指标体系将被用于分析评价我国各城市健康城市
建设工作进展，实现城市间比较和互学互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全国
爱卫办）局长毛群安介绍，此次发布的指标体系共
包括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和42个三级指
标。其中，一级指标对应“健康环境”“健康社会”

“健康服务”“健康人群”“健康文化”5个建设领
域，二级和三级指标着眼于我国城市发展中的主
要健康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健康新问题，推
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从2007年开始在卫生
城镇创建工作的基础上试点探索健康城市建设工
作。2016年，全国爱卫会在全国全面启动健康城
市健康乡村建设，并委托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复旦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开展全国健康城市评
价工作。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长宁说，在2016年
首次评价基础上修订完善形成的2018版指标体
系更加凸显“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和“将健康融入
所有政策”方针，将部分其他部门原有指标替换为
与健康联系更为密切的指标，如将“高中阶段教育
毛入学率”替换为“学生体质监测优良率”等。

下一步，全国爱卫办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
运用健康城市指标评价体系对全国首批38个健
康城市试点市进行测试评价。毛群安说，今后将
每年对全国所有国家卫生城市开展评价工作，构
建健康城市指数，分析评价各城市健康城市建设
的工作进展，不断改进健康城市建设的工作质
量。 （新华社）

医学专家：

手抖应就医
或为帕金森病

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大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中组部千人计划神经病
学特聘教授乐卫东近日表示，帕金森病误诊率高，
手抖不见得是帕金森病，但许多帕金森病人有误
诊经历，类似状况最好到医院就诊确认。

据介绍，帕金森病最早由英国医生帕金森于
1817年描述，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其临床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
和姿势步态障碍等，但是对于这种疾病，社会的认
知普遍不足。

乐卫东说，帕金森病人三成以上有误诊经历，
常被当成年老所致而耽误治疗。他表示，有20%
的帕金森病例并没有手抖症状，但手抖确实是帕
金森病的表征之一，这一疾病就诊率低、误诊率
高，早期发现能够有效推迟、延缓发病，全社会都
应对其高度重视并加强科普。

乐卫东说，国外已有手机APP用于帕金森病
的评估、诊断，国内面向医生的帕金森病管理系统
已在使用，预计下一步也将推出面向患者的系
统。这些都是大数据在帕金森病方面的应用，能
极大地扩充数据比对的范围，对帕金森病的诊断、
治疗和规律性认识都能提供帮助。

帕金森病目前仍缺乏有效治愈手段，乐卫东
说，我国已知帕金森病患者至少300万人，目前的
治疗以药物为主，能减轻病情、改善生活质量，手
术治疗、中西医结合疗法也在某些方面有其作
用。 （新华社）

东方资助医务人员进修学习

首批86人共获
近50万元资助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近日，东方市举行首批
“双百医疗人才”能力提升工程资助金发放仪式。
去年，东方市出台了《东方市“双百医疗人才”能力
提升工程实施方案》，首批共资助医务人员86人
到省内外三甲医院进修或在职学习，资助金额共
49.2万元。

据介绍，2017年，东方市出台了《东方市“双
百医疗人才”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在全市医
疗卫生系统开展“双百医疗人才”能力提升工程，
于2017年至2020年期间，支持选派100名医疗
卫生人才，到省内外三甲医院进行业务进修和在
职学习提升专业学历层次，着力培养和建设一支
医德高尚、医术精良、素质过硬的医疗卫生人才队
伍，促进全市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去年，
首批共有17名医务人员完成赴外业务进修学习，
69人完成在职学历提升。

省内二级以上医院均开设疼痛门诊

疼痛难忍 无需一忍再忍

“以前听说做胆囊手术至少要住
院一周，花一万多元，没想到日间手
术只需住院不到两天，术后一天就可
以出院，还省了好几千块钱！”采访
中，一位曾接受过日间手术的患者刘
先生告诉记者。

所谓日间手术，是指手术患者在
入院前完成术前检查及麻醉评估，然

后预约手术时间，当天住院、当日手
术、24小时内出院的一种手术模式。

田毅讲述，日间手术，目前已经
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手术模式。它
不是门诊手术，而是住院手术，但从
入院到出院只需24小时至48小时。
如此“短平快”的手术，能够有效缓解
大医院“一床难求”、减少医疗费用及

隐形成本等。
田毅指出，麻醉是日间手术健全

发展的重要因素。日间手术从术前
患者的筛选评估、针对基础疾病的调
整、家属谈话沟通，到术中麻醉药物
短、平、快、少的选择，再到术后镇痛、
处理恶心呕吐、伤口出血等并发症，
无一不需要专业麻醉医生的参与。

田毅介绍，无明显心、肺疾病，
年龄在65岁以内，手术时间不超过
3小时，估计术后不发生大出血等
情况的患者可以进行日间手术。另
外，患者不能独自居住，手术后必须
有成人陪同回家，保证家中有人照
看，术后出现紧急情况要及时与医
生取得联系。

麻醉技术推动日间手术发展

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癌痛每天
都在影响无数患者的生活。据资料
显示，约有70%的癌痛患者未能接受

规范化的镇痛治疗。不少人对癌痛
的理解存在误区，以为癌痛是癌症必
然会发生的，只能忍着。

田毅介绍，晚期癌症患者，经常会
面临“无法想象，不可言表”的疼痛，可
能因为剧痛无法入睡，导致思维不清，

人格改变。临床上镇痛药物是解决癌
痛的一个重要方法，目前的技术及现
有的药物完全可以缓解癌痛。

镇痛药物可有效缓解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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