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健委发文：今年起试点无痛分娩并逐步全国推广

无痛分娩
海南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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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肿瘤医院特约科普

资讯

热点

据了解，此次《关于开展分娩
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将遴选
一批试点医院，要求“试点医院应
当在2020年底前达到分娩镇痛技
术操作和管理符合规范、椎管内分
娩镇痛率≥40%的两项要求，这些
医院通过先行先试，为将来全国范
围内分娩镇痛技术的铺开创造良
好条件。”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我省部分
三甲综合公立医院、公立妇幼专科
医院和民营妇产科医院了解到，要
实现40%的分娩阵痛比率，对于不
同的类型医院来说，在实现能力上
也存在较大差距。

有三甲综合医院明确表示：
“目前暂不开展无痛分娩。”也有个
别综合医院表示：“可以约麻醉医
生进行无痛分娩，但也不确定临产

时麻醉医生是否有空。”
而省妇幼保健院、三亚市妇

幼保健院等多家妇幼专科医院
则表示，目前医院已开展无痛分
娩业务，但多数只针对有明显适
应症和有 强烈意愿的产 妇 开
展。其中，省妇幼保健院从1995
年便已开展无痛分娩技术，且对
于该技术的临床使用一直维持
至今。三亚市妇幼保健院的无

痛分娩推广量已经达到 20%－
30%左右。

相比公立医院，记者了解到，
目前海南妇产科医院、海南现代
妇女儿童医院、海南现代妇婴医
院等省内多家妇产专科民营医
院开展无痛分娩比较积极。其
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采用
无痛分娩技术的比例已经达到
80%以上。

海南省发育障碍
儿童康复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为培养
全省儿童保健专业队伍，近日，海南省早期发展及
发育障碍儿童康复适宜技术培训班在陵水开班。

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邀请了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王惠珊教授等17名国内
相关领域知名教授为260名学员培训。培训内容
有儿童健康管理与儿童早期发展、儿童常见遗传
病的识别和管理、儿童保健门诊发展新思路、儿童
体格生长、体制发育评价及指导等19个方面。

据悉，儿童保健工作是妇幼保健的重要组成
部分，特别是0-36个月儿童早期发展工作，可通
过科学、规范、专业的服务，使每一个儿童在生长
发育、营养、运动、认知、思维、语言、情感和社会适
应能力等方面全面地发展，确保儿童身心健康。
做好儿童保健工作对降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促进儿童生长发育和健康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体医融合”
助力全民健康
我省举办首届运动促进健康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曾滢西 孙永
超）11月 27日，“体医融合系列培训班 （海南
站）暨海南省首届运动促进健康培训班”在海口
开班。海南省各地、市（县）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
各地体育局参与开展运动处方工作的相关技术人
员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等150余人参加了培训。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原所长、国际
运动医学联合会第一副主席李国平表示，我国从
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中缺乏全民健身，更缺
乏全民健康。“体医融合”的提出就是让大家在关
注运动不当、运动过量对身体损害的同时，还要关
注运动不足对健康的影响。全社会要吸纳运动医
学、运动康复、健康管理等行业专家，建设一支能
开运动处方的队伍，共同推进“体医融合”的发展。

“现代医学对运动促进健康广泛认同，世界卫
生组织把缺乏运动列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第4大因
素，体医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业态。”省卫健委产
业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借助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
候优势，海南将计划优先发展健康产业，并努力将
其打造成为海南支柱产业。“体医融合”作为健康
产业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多部门协同和社会参与，
形成促进健康的合力。

在为期2天的培训中，来自国家体育总局运
动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体育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9位专家前来授课，内
容涵盖体医融合与运动处方、慢性病营养、颈椎病
的运动康复理念等。

琼海一新生儿因严重主动脉缩窄生命告急，海南省妇幼健康医联体联动救治

省市医生接力 危重患儿获救

全国首批“中国医师协会腹腔
镜外科医师培训基地”名单出炉

海口市人民医院入选
本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全锦子）近日，由中

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分会、中国工程
院医镜整合联盟联合主办的“2018中国内镜医
师大会”在杭州举行。会上，海口市人民医院成
功入选全国首批“中国医师协会腹腔镜外科医师
培训基地”。

据了解，“中国医师协会腹腔镜外科医师培训
基地”遴选面向全国各级医疗机构。经过数月的
申报、遴选、初评及专家组会议评审，来自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的86家医疗机构通过评审。

目前随着腹腔镜微创外科的发展，腹腔镜手
术在各级医院逐渐普及，腹腔镜外科医师的规范
化系统培训考核已成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广
大患者所关注问题。海口市人民医院有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医院将努力提升海南腹腔镜外科专业
水平，助力推动我国腹腔镜外科培训事业的规范
化、统一化发展。

黑色素瘤指有恶性变化
的色素斑痣，是由交界痣或
混合痣性质的痣发展而来。
虽然不一定由痣恶变，但是
慢性刺激和不恰当的治疗对
痣转变成黑色素瘤有很大的
关系。需要提醒大家，大多
痣是良性的、无害的，只有少
数痣会发生恶变。

黑色素瘤的征象包括现
有皮肤色素痣的形态或颜色
改变、皮肤表面出现隆起物、
色素痣瘙痒、局部出现破溃
出血、指（趾）甲开裂等。色
素痣恶变的早期表现为以下
几个症状：

非对称：色素斑的一半
与另一半看起来不对称。

边缘不规则：边缘不整
或有切迹、锯齿等，不像正常
色素痣那样具有光滑的圆形
或椭圆形轮廓。

颜色改变：正常色素痣
通常为单色，而黑色素瘤主

要表现为污浊的黑色，也可
有褐、棕、棕黑、蓝、粉、黑
甚至白色等多种不同颜色。

直径：色素斑直径>5-
6mm或色素斑明显长大时
要注意，黑色素瘤通常比普
通痣大，要留心直径>5mm
的色素斑。对直径>1cm的
色素痣最好做活检评估。

隆起：一些早期的黑色
素瘤，整个瘤体会有轻微的
隆起。

早期皮肤黑色素瘤进一
步发展可出现卫星灶、溃疡、
反复不愈、区域淋巴结转移
和移行转移。晚期黑色素瘤
根据不同的转移部位症状不
一，容易转移的部位为肺、
肝、骨、脑。最好治疗方法是
手术切除，同时，根据不同的
分期进行免疫治疗、化疗、靶
向治疗等。

（海南省肿瘤医院骨软
外科主任 陈煜）

关于无痛分娩
你必须知道这些

不少准妈妈对分娩镇痛有顾忌，比
如担心麻醉会影响胎儿等。针对无痛分
娩的常见问题，三亚市妇幼保健院麻醉
科主任陶玉娟为大家答疑解惑。

什么是无痛分娩？
无痛分娩即分娩镇痛，是指使用各

种方法使分娩时的疼痛减轻甚至消失。
常用的方法是在维护产妇及胎儿安全的
原则下，给孕妇注射麻药，以降低分娩时
的痛苦。目前国际医学界应用最广泛的
方式是在孕妇脊椎的硬膜外腔注射麻醉
药，这种方式下，麻醉仅阻断产妇腰部以
下的痛觉神经传导，让产妇保持清醒。

无痛分娩有什么好处？
无痛分娩可以降低产妇因产痛引起

的紧张状态，减少产妇分娩时的恐惧和
产后的疲倦，第一产程得到充分休息，积
攒体力以应对分娩，减少不必要的耗氧
量，防止母婴缺氧的发生。

无痛分娩操作对大人有危险吗？
无痛分娩最常采用的是椎管内麻

醉，这是目前最安全有效的操作方法，由
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来完成。在国内外
文献报道中，均未见对母体的不良影响。

无痛分娩对宝宝安全吗？
无痛分娩使用的麻醉药浓度仅相当

于剖宫产药物浓度的1/10-1/5，通过胎
盘的药物微乎其微，对胎儿无不良影响。

镇痛后分娩会完全不痛吗？
疼痛的程度因人而异。目前的技术

可以做到减轻疼痛或是完全不疼。最好
的分娩镇痛效果是产妇能够保留轻微子
宫收缩的感觉。

什么时间实施镇痛最佳？
产妇进入产程，子宫有规律收缩时，

即可向助产士提出无痛分娩的要求，只
要符合条件，便可与麻醉医生联系，安排
最佳的时间实施无痛分娩，不一定非要
等到产程进展过半，实在无法忍受痛苦
时才提出。

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实施镇痛？
分娩镇痛前，医院会对产妇的身体

状况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括病史
（现病史、既往史、麻醉手术史、药物过敏
史、合并症、特殊药物应用等）、体格检
查，以及相关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和
血小板计数、凝血功能检查等）。严重贫
血、高血压病、心脏代偿功能不全者、脊
柱畸形或伴有神经压迫症状的椎间盘突
出症、穿刺部位存在感染、胎心监护异常
等禁忌无痛分娩。

（侯赛 辑）

■ 本报记者 侯赛

11月 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了《关
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
2018至2020年在全国开展分娩镇痛诊疗试点，
并逐步在全国推广。这标志着无痛分娩将在全国
推广。

目前，我省无痛分娩技术开展情况如何？无痛
分娩技术的推广还存在哪些困难？就此，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采访中，多位麻醉科医生呼
吁，要实现无痛分娩的普及，首先
要增加麻醉医生数量，提高麻醉医
生收入。

陶玉娟表示，国内推行无痛分
娩的活动一直在进行，帮助产妇减
轻痛苦。这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

也反映了一种生育文明。在美国，
麻醉医生的收入是医生行业中最高
的，这足以说明麻醉医生在现代医
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她呼吁，政
府应更重视麻醉科的发展，给予相
应的政策倾斜，鼓励学生报读麻醉
专业，增加麻醉医生的规培数量，提

高外科医生与麻醉医生的配比。
李艳建议，要让无痛分娩在公

立医院普及开来，必须进一步宽松
医保政策。

此外，要实现无痛分娩的真正
普及，还需要增强医院和相关科室
对分娩镇痛的认识和支持力度。

一家三甲综合医院麻醉科负责人
认为，在目前麻醉医生普遍不足的
情况下，要加强对助产士和产科护
士等服务团队的培养，使其熟练掌
握各种相关紧急情况的应对预案，
注意并发症监测和防治能力建设，
提高分娩镇痛的安全性。

采访中，大多数公立医院麻醉
科负责人认为，无痛分娩推广的最
大难题，不外乎人才缺口和收费标
准两大难题。如果在医保政策和麻
醉人才培养上不实现实质性的突
破，那么也很难做到无痛分娩的真
正普及。

一家三甲医院麻醉科主任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分娩镇痛通常需
要产科医生、麻醉医生和助产士三
方面的协作，有的产妇产程长达十
几二十个小时，需要麻醉医生的全
程监护。在三甲综合医院，麻醉科
人员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麻醉医

生不仅要负责常规的手术麻醉，还
负责全医院的无痛内镜、无痛门诊
出诊，以及急危重患者的抢救等，
在麻醉医师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仓
促实施分娩阵痛，会存在风险。

据了解，今年8月17日，国家
卫健委等七部委已经联合发布《关
于印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
意见的通知》及《政策解读》，针对

“加强麻醉医师培养和队伍建设，
拓展麻醉医疗服务领域，保障麻醉
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提高麻醉医
务人员积极性，切实做好麻醉医疗
服务组织实施”等5方面分别给予

指导意见。
此外，来自医保的压力也是

各大医院对该项技术开展动力
不足的重要原因。省妇幼保健
院麻醉科主任李艳表示，目前全
国大部分地方未对无痛分娩这
一项目进行单独定价，只能按照
硬膜外麻醉的标准来收费。分
娩镇痛，麻醉师和医生要一直看
护产妇十几个小时，还不能额外
收费，在医疗资源不足、麻醉医
师本已超负荷的前提下，很多医
院对这项“费力不讨好”的服务
缺乏推广动力。

要做到真正的无痛分娩的普
及，宣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三亚
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陶玉娟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相较很多外省
患者，本地患者在无痛分娩的认识
上普遍还存在不足。

而此次《通知》要求，试点医院
要建立孕产妇及其家属的定期宣
教制度，采用孕妇学校授课、网络
宣传推广等多种形式，在报纸、广
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类媒体进行
科普宣传，提高产妇和家属对产痛
危害的认识，提高对分娩镇痛的认
知度。

无痛分娩实施差距大

人才缺口和收费标准仍是“硬骨头”

多措并举推广普及无痛分娩

当心黑色素瘤发生恶变

？

癌细胞有自杀密码
癌症化疗的意义在于，注入患者体内的有毒

化学物质会激发和加速癌细胞的死亡。但是，化
疗副作用让患者痛不欲生。英国《自然·通讯》杂
志刊登美国一项最新研究称，科学家发现，人体的
每一个细胞都自带一个“自杀密码”，一旦被触发，
就会导致该细胞自我毁灭。这一新发现对癌症治
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科学家认为，细胞的“自杀密码”经过了
8亿多年的进化过程，其主要目的是抗击疾病、保
持健康。不过，它的效力在自然情况下难以匹敌
侵袭性肿瘤。这时，如果我们进行有效的人工干
预，通过技术手段触发癌细胞内的“自杀密码”，就
可以起到与化疗等效的抗癌作用。具体方法是，
一旦发现细胞内存在癌变苗头，就对其注射启动

“自杀密码”的药物——微小核糖核酸，触发癌细
胞自杀开关，实施细胞自毁程序。

科学家表示，这种方法的目的不在于研发一
种新的人工毒素，而是充分利用细胞的自然法则，
更有效地治疗癌症。新疗法的最大好处是，癌症
患者将不再承受化疗痛苦。 （生命时报）

病例档案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曾滢西 孙永超

近日，琼海何女士在琼海市妇幼保健
院生下一男婴。但孩子出生不久，就出现
呼吸困难，下半身发绀。琼海市妇幼保健
院经检查怀疑其严重主动脉缩窄，当地医
院无法处理。10月30日下午，作为海南
省妇幼健康医联体的成员之一，琼海市妇
幼保健院向医联体的发起建设单位——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求援。接到求援的海
南省妇幼保健院立即派出救护车，当天下
午6点就将孩子接到海口，入住海南省妇
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孩子病情很重，主动脉缩窄部位几
乎完全阻断，不能形成人体正常的血液循
环。”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小儿心胸外科主
任陈仁伟介绍，严重的主动脉缩窄是一种
在新生儿期就需要及时手术治疗的危重
先心病。正常婴儿一般下肢比上肢高出
10-20毫米汞柱，但这个孩子反而上肢血

压异常高于下肢。这个检查结果表明，孩
子上半身的血液难以通过主动脉流入下
半身，导致血液积压在上半身形成高血
压，而下半身由于血液流入不足，形成了
低血压。孩子下半身缺血缺氧，下肢也因
为血液流入不足，变得软弱无力。

“我们通过心血管CT三维成像重
建，摸清了孩子主动脉被阻断的位置，制
定了严密、完善的手术方案。”此后，由陈
仁伟主刀为孩子进行了手术。

“这个手术的风险很高。因为要切除
孩子缩窄的主动脉，就需要临时阻断主动
脉血流，将正常部位缝合起来，这些过程
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完成。如果时间过长，
孩子下半身完全没有血液供应，就有可能
导致下半身缺血，严重时可能造成下肢瘫
痪。”陈仁伟说，孩子缩窄的主动脉是降主
动脉，是人体最大血管之一，这次手术完
全没有重来的机会，必须一次到位。同
样，手术对麻醉医师也是极大的挑战——
既要让孩子在手术中处于麻醉状态，又要
维持孩子适宜手术的血压，在孩子主动脉
血流阻断的情况下，还要将血压保持在70
毫米汞柱以上，难度非常大。

在多学科的密切配合下，主动脉切
除、缝合两个手术流程在不到20分钟内
一气呵成，手术全过程仅1个多小时。
目前，孩子术后康复良好。

“先心病作为目前省内排名第一的先
天性出生缺陷性疾病，早发现早治疗，是
帮助先心病患儿健康成长的关键所在。
随着海南省妇幼健康医联体的成立与上
下联动以及新生儿先心病多学科协作团
队的建立，海南新生儿先心病的救治将越
来越规范、及时、有效。”陈仁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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