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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应推广面向市民的心肺复苏技能培训

葛医药资讯

股股骨骨头头坏坏死死 新新方方法法

冬季寒邪盛易伤阳。《黄帝
内经》认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
源，脾胃虚弱易引发气血亏虚、
食管炎、肠炎、消瘦等症！民间
中医奇人王立财巧食疗，用“做
减法”方式调养胃肠，最大限度
减少用药，成民间一绝。现该方
已获国家专利2008103020798，王
大夫也被列入《世界人物辞海》
并被誉为民间中医奇人。

据悉，王立财17岁从医，痴
迷中医40余年，擅长老胃病，腰
突、颈椎病(另有外敷法480元)。
他精选鸡内金高度提纯研发出
老胃病食疗方，可直敷胃壁、激
活胃底神经。凡胃病不管轻重，
服用一包超乎想象。凡住院效

果不好、使用其他方法不满意
者，40天左右饮酒、食辛辣之物
不受影响，10—20年老胃病也不
过3—5个月，可康复后胃镜对
比效果。急慢性胃炎、胃及十二
指肠溃疡、糜烂萎缩等均可调
养。王立财即将抵济，为庆小偏
方“省立医院”店开业，“省中医
店”店庆3周年，现特惠中速拨
0 5 3 1—8 6 6 6 6 6 2 6或到“聚安
堂小偏方”店内咨询。另本人研
发“心脏养护奇方”预约中，40
天解决心脏血液返流，可服用
前后彩超对比！

“胃肠食疗奇人”王立财将抵小偏方“省中医”店，460元寻反复发作者

老老胃胃病病，，冬冬季季巧巧食食疗疗

股骨头坏死不易治、患病
时期长，如果不及时治疗，导
致股骨头结构改变、股骨头塌
陷、变形，行动障碍，甚至瘫
痪，往往危害严重，令患者痛
苦不堪，绝大多数股骨头坏死
患者就这样因得不到及时治
疗一步步走向瘫痪的绝境。

古蚀康不能包除百病，专
门针对股骨头坏死问题研制
而成，它秉承中医灸敷理念，
可直接贴敷于股骨头患处，通
过局部穴位贴敷，靶向渗透，
促进血液循环，加速股骨新陈

代谢；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股
骨头坏死及由此引发的患侧
臀部(腹股沟)疼痛、患肢膝关
节疼痛(畏寒)、活动酸痛无力、
跛行、行走迟缓等症使用方
便、安全、可靠；古蚀康是良心
产品，用疗效说话，建议按周
期贴敷更有助于康复，现买5
送2赠品有限，送完即止，具体
可拨打4 0 0 - 1 7 6 0 - 8 3 6详细
咨询；济南舜天药房有售，省
内免费送货，货到付款，网址
www.gush ikang .ne t（青医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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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晓丽

呼吸和心跳骤停
者的最佳抢救时间只
有4分钟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目前有 2 . 3亿心血管疾病患
者，其中，每年心源性猝死
者高达 5 5万，平均每天 1 5 0 0
人以上，其中八成以上发生
在医院外。”陈玉国介绍道，
为 了 挽 救 呼 吸 和 心 跳 骤 停
者的生命 ,应第一时间进行
心肺复苏。

实践证明，心跳停止4分
钟内立即进行复苏者，存活
率可达到5 0%，4-6分钟开始
复苏者，存活率急剧下降为
10%，超过6分钟才复苏者，存
活率仅为4%，且侥幸存活者
可能已经“脑死亡”。而10分钟
才开始复苏者，存活率几乎
为零。因此，最宝贵的抢救时
间是最初的4分钟。

“在美国，医院外发生
心源性猝死者的生存率能达
到1 2%，而在我国，目前这一
数字不足 1 %。”陈玉国痛心
地表示，近年来我国医疗技
术飞速发展，医院内对于心
源性猝死患者的救治水平已
经和国外不相上下。然而，
我国医院外旁观者CPR的实
施 率 不 仅 远 远 低 于 欧 美 国
家，并且CPR的实施质量也
极其堪忧。

研究显示，国内大、中型

城市中CPR实施率平均仅为
4 . 5%，而这一指标，在美国为
46 . 1%，加拿大为29%，瑞典为
46%-73%，日本为32 . 2%，澳大
利亚为21 . 2%。更加值得注意
的是，我国实施了旁观者CPR
的心源性猝死患者的生存率
较未实施者并无显著改善。

“我国公众缺乏CPR相关
培训是造成旁观者CPR实施
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玉
国表示，而一次培训后缺乏
定期的技能巩固培训，则是
旁观者CPR质量低下的重要
原因。

我国仅有1000万
人CPR培训合格，不足
总人口的1%

近年来，虽然国内大型城
市正在大力发展CPR培训，但
在拥有47%人口的乡村地区，
培训中心仍严重缺乏，而我
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居
于乡村地区的大量老年人是
心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即
便在城市地区，居民也往往
因为生活节奏快和工作压力
大而无法抽身参加培训。

据不完全统计，虽然中
国红十字会、各个医疗机构
及相关社会团体等已开展了
数十年CPR培训，但是，迄今
为止我国所有经历过CPR培
训合格的公众仅有1000万，不
到全国人口的1%，而美国这
一数据为33%，法国为40%。仅
在2012年，美国便有1310万人
接受了CPR培训。

“以往，中国红十字会、
医院的相关科室负责对公众
和医护人员培训。”陈玉国表
示，近年来，虽然国内大型医
院成立了许多与美国心脏协
会合作开展的规范化CPR培
训中心，然而其数量、人员和
资金支持等方面存在不足，
无法承担全国范围内大众培
训的需要。

“在这些培训中心中，培
训人才多是来自医院急诊和
心内等科室CPR经验丰富的
医生。”陈玉国进一步表示，
虽然这促进了我国培训中心
迅速发展，然而对于医生而
言，原本的临床工作已经不
堪重负，难以再投入大量精
力兼职培训。

此外，我国缺少适合国
情的培训教材。“目前我国许
多培训中心应用的是美国心
脏协会的教材，这些教材为
我国CPR培训标准化、规范化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
是其内容的设置是基于美国
的急救医疗系统，在中国的
社会环境中还需要进一步调
整。”陈玉国说道。

未来将以学生、消
防员、警察等人群为培
训重点

陈玉国建议，从大力推进成
立更多CPR培训机构、培养更多
全职和兼职培训团队、创新培训
方法和策略等多个方面全面改善
我国公众CPR培训的严峻现状。

“政府应积极加大投入，以
目前已建立规范培训中心的大
型医院和红十字会为基础，争
取多渠道公益基金等资助、参
与，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培训
网络。”陈玉国说道，招募并培
养大批CPR方向的全职工作
者，积极鼓励志愿者参与、兼
职，充分利用社区医生，以特殊
人群(如学生、消防员、警察、军
人、公务员等)的培训为先导，
推进CPR技能的掌握。

同时，要充分利用网络平
台、新媒体、移动设备应用
(APP)等现代化手段，优化培训
模式和方法，重视CPR技能培
训和定期巩固培训的规范化，
从而显著提升我国心源性猝死
的救治现状。

扫描以下二维码，观看相
关视频。

近日，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副院长陈玉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心血管子刊JAMA Cardiology
发文。文章中提到，我国医院外发生心源性猝死者的生存率不足
1%，远远低于美国12%的水平。陈玉国表示，这主要源于我国大众
对于实施心肺复苏(CPR)急救能力的欠缺。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1月12日，山东省血液中心解放桥采血点迎来一批献血者，他们是金双艺跆拳道俱乐部的教练和队员们，

经过查体合格后共有19名同志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800毫升。带队的刘永庆教练说：“我以前献过血，

看到媒体宣传省城缺血，队员们踊跃报名，今天来参加无偿献血的队员有四个馆的队员，还有十个馆的队员

将陆续加入这个爱的队伍。” (金孟民 蒋梦梦 摄)

明明天天，，齐齐鲁鲁医医院院免免费费诊诊疗疗帕帕金金森森病病

本报济南1月15日讯(记者
陈晓丽) 帕金森病是继肿

瘤、心脑血管病之后中老年人
的“第三杀手”。齐鲁医院郁金
香之家将为山东地区的帕金森
病患者或其他运动障碍患者
举办帕金森病患者关爱活动。
现场将有帕金森病专科的权
威专家为广大病友科学解读

帕金森病，更有康复科专家教
授大家日常生活防跌妙招。神
经内外科专家还将为帕金森病
患者或其他运动障碍患者做免
费诊疗、答疑解惑及进行患者
日常生活护理指导等。

欢迎广大帕友前来参加！
为了给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和
有效的指导，齐鲁医院郁金香

之家特设咨询热线，欢迎广大
帕友致电咨询活动详情。

活动时间：
2018年1月17日
活动地点：
齐鲁医院华美楼9楼神经

外科D病区示教室
郁金香之家咨询热线：
0531-8216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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