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廖敏 帅健宏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毗邻成都市
植物园，素有“花园医院”的美称。医院
占地140余亩，环境幽雅，空气怡人，是
老年人医疗、康养的理想之地。医院开
放床位1200余张，开设心血管、神经、
呼吸内科、内分泌科、外科、中医科等
60余个涵盖所有老年医学亚专科业务
科室，为老年患者提供全方位、多层次
医疗康复服务。

其中，康复医学科作为成都市老
年康复医学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一
直致力于守护老年健康，改善和提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康复医学科主任
卢家春告诉记者：“老年康复的重要性
在于降低老年人疾病和并发症的发生

机率，促进老年人机体功能障碍的恢
复，维持残存的机体功能提高其生活
自理能力，延缓因机体衰老和疾病引
发失能的时间。经过十余年的临床实
践，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已经建立了覆盖预防、治疗、恢复和维
持的‘医院-社区-家庭’老年康复服务
模式，在院内为骨科、心血管内科、神
经内科等住院病人提供多学科协作康
复服务模式的同时，将服务延伸至社
区、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机构和居家有
康复需求的患者，让更多的老年人重
拾生活信心，享受晚年的幸福时光。”

走进康复医学科记者看到，为了给
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康复服务，科室设立

了独立的功能评定、运动训练、作业治
疗、言语认知治疗、支具矫形、针灸推拿
等核心康复治疗室，配备了等速肌力训
练系统、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神经肌电
诱发电位仪、三维步态分析系统、平衡
训练及测试系统、冲击波治疗仪、高能
量半导体激光治疗仪等各种先进的康
复评定和诊疗设备。在治疗上将传统康
复技术与现代康复技术相结合，针对各
种颈肩腰腿痛、偏瘫、失语和认知功能
障碍、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病症，
采用充分融入了人工智能康复技术的
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心肺功能训练以
及传统中医康复技术等治疗方法，最大
程度恢复和改善患者功能。

阿尔茨海默病综合管理区是一个
特别打造的区域——宽阔的塑胶地面
活动场地，绿树鲜花环绕，特别的农具
布置小菜园，以及富有年代感的模拟
红墙，摆放的老式的家居旧物件以及
智能康复小屋的布置。

这些设施均特意为认知障碍的患

者打造。基于阿尔茨海默病患病人数
多危害大，社会具有医疗照护需求，因
此医院高度重视阿尔茨海默病综合管
理区的建设。

阿尔茨默病综合管理区的工作
重点是多途径的治疗方式的实践、
精神症状的非药物治疗，认知康复

训练，日程照护的个体化实施，以
及重视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筛查和公
众的健康宣传。对认知障碍患者在
规范的诊治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治
疗方法，如经颅磁刺激治疗，经颅
直 流 电 刺 激 治 疗 ，中 药 聪 明 汤 口
服，针灸治疗等。

2020年底，医院大胆创新，开设
外科病区，彻底告别医院无外科手术
的历史。随着外科团队的建立和发
展，老年病患群体的生命健康安全将
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

老年人基础疾病多，有的老年患
者需要手术治疗，如阑尾炎、胆囊炎、
肠梗阻等等，医务部余铭主任告诉记
者：“以前老人需要手术，就必须要转
到别的医院，患者和家属不仅感到很
折腾，而且在转运途中也存在一定风
险，同时还加重了患者家庭的经济负
担”。2019年，市八医院决定开展外科
业务，为老年患者提供全方位医疗健

康服务。经过持续建设，外科病区、重
症监护室、手术室、麻醉科和输血科相
继建立。经过半年时间前期的试运行，
麻醉、手术护理和外科医生团队配合
协调，已经具备开展大型手术的条件。

院长胡显良博士告诉记者，医
院目前已经建立了由手术、麻醉、护
理、重症医学等专业力量组成的实
力强大的技术团队，并建设了现代
化的手术室，同时配备有C臂X光
机、德国腹腔镜、麻醉机等先进的手
术室仪器设备，能够解决发生在老
年群体当中的外科疾病，一站式为
老年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由于老年人抵抗力弱，在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一直处
于高风险，病人患病后重症比例高，病死
率也随之上升，因此，保护全院老年人的
身体健康，避免医院老人受到感染，这是
市八医院“常态化战疫”的第一重任。

2020年疫情一开始，医院就进行
了全院封闭式管理，将门诊外移至北
门外，医护人员为门诊患者到院内取
药。为了减少老年患者外送检查被感
染的机会，疫情期间市八医院配置了
方舱CT，购置了核磁共振成像仪
（MRI），让患者“足不出院”就能享
受更全面的检测。

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关怀一直是
医院的特色，尤其是在疫情封闭期。
医护人员充分运用微信帮助老人与
家人搭建实时沟通桥梁，既解决老
人的相思之苦，也让家人实时了解
老人动态减少担忧。不仅如此，医院
还协调预检分诊，调动院内转运工
集中收取住院病员家属送来的物
品，再分别派送至老人手中。

正是基于这样的创新尝试，
2016至2020年，市八医院连续五年
荣获国家卫健委“改善医疗服务示
范医院”称号，2020 年在国家卫健

委与 WHO 共同开展的“医养结合
在中国的最佳实践”项目活动中，医
院案例被推荐到世卫组织参展交流，
2021年7月29日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作为卫生健康工作交流典型案
例刊登老龄健康工作第7期专刊。

“关心老人的今天，就是关心我
们的明天。”该医院党委书记陈芍怀
着这样的情感共鸣，带领医院全体医
务工作者践行着成都“幸福美好生活
十大工程”之“让老年人舒心长寿”的
承诺，为中国创造了医养结合的“成
都范本”！ 郑雅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杜玉全

阿尔茨海默病综合管理区阿尔茨海默病综合管理区（（神经内科神经内科）：）：每一处设计都是对患者的认知训练

外科病区外科病区：：一支独属于老人的外科手术团队

疫情防控疫情防控：：短暂的“封闭”，长久的关怀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
登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会的医养结合样本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常态坚守“第一战场”守住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帮天下儿女尽孝帮天下儿女尽孝，，
替世上老人解难替世上老人解难，，

做成都做成都300300万老人万老人
温暖的家温暖的家

奋斗宣言：

伴随“健康中国”战略深
入，人民身体素质不断增强，其
中最显著是平均寿命的延长。
截至2020年，成都市民人均期
望寿命超过81岁，达到发达国
家水平，这举世瞩目的成绩成
为国家综合实力和民生福祉的
最佳注释。

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老龄化。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
市常住人口2093.78万人，其
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76.41
万人，占常住人口17.98%；65岁
及以上285.12万人，占常住人口
13.62% ，如何保障近300万老
年人在成都舒心长寿？这是每个
家庭都关注的民生之问。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作为
成都唯一一家以“老年医疗”为
服务核心的公立三级老年专科
医院，也是全国最早探索医养结
合服务的公立医院，以先行者的
奋斗精神，历经15年的不懈努
力，独创医疗、康复、宁养、照护、
养老、健康管理“六位一体”的医
养结合新模式。

医养大时代下，这家医院走
进“全国视野”，在2021年4月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推广医养结合的“成都
样本”。

使命担当使命担当
敬业奉献敬业奉献

筑牢城市健康防火墙筑牢城市健康防火墙

奋斗宣言：

8月12日21时起，成都中风
险区全部清零！

一幅幅欢腾的画面刷爆了
朋友圈：优品道曦岸的居民呐喊
着倒数，奔跑着冲出小区大门、
天府二街恢复了往日的车水马
龙、美洲花园68栋居民穿着整
齐划一的橙色 T恤庆祝“解
封”……重获如常生活的这一
刻，我们明白，一座城市的烟火
气是如此弥足珍贵。

有这样一群人，自去年年初
新冠疫情发生后，一直常态战斗
在“抗疫第一线”，他们就是来自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的
“公卫人”，与新冠病毒这一战，已
持续20余月。

作为四川省、成都市新冠肺
炎病例定点收治医院，在成都没
有发生本土确诊病例之时，这里
也一直在接收境外输入新冠病
例。他们通过不断提升临床救治
能力，严格落实院感防控措施，为
这座城市筑牢安全防线。

这是一家“身经百战”的大
型三甲传染病专科医院，经历过
抗击非典、H1N1甲型流感、
H7N9禽流感等疫情，有足够经
验和底气来抵御一场场疫情的
侵袭。“请老百姓放心！”该医院
党委书记徐鸿称，守护人民健康
是公卫人的使命，经历过的三轮
疫情，也让市公卫中心能越从
容、越严密、越迅速反应，来守住
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这根弦崩得太久了，不能断，
也不敢断！”

从最开始的疫情爆发，到如今
的常态化防控，市公卫中心经历了
从最初的措手不及到像海绵一样
迅速吸收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及
应对策略，再到如今坦然、自信、从
容面对，实现了战斗力、行动力、心
态等多方面升级。

一路走来唯一不变的是对院
感防控的紧抓。

作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
场所，在第一轮疫情基础上，市公
卫中心制定了更严密、更精细化的
院感防控措施，进一步强化闭环管
理和防控管理两条防线。

在闭环管理防线上，对门诊、病
区、应急人员、后勤四个方面作出了
详细防疫要求：设置“三区两通道”，
通过三级预检分诊落实发热门诊就
诊人员筛查、隔离、诊治、转运的闭
环管理；门诊患者严格落实“一医一
患一诊室”；非急诊住院患者凭核酸
阴性检测结果办理住院，原则上不
陪护，若有需要实行“一患一陪护”；
对病区和住院缓冲病房实施24小时
门禁管理，持卡方能进入；应急人员

单人单间居住，进出测温登记，出入
乘坐专用通勤车辆，保持“两点一
线”的工作环境；紧抓后勤防控薄弱
环节，组织全院从业人员参与院感
防控知识培训，务必人人考核过关，
对保洁人员实行定岗、定人、定工作
区域，岗位直接对应到科室由护士
长直接管理，严禁其进入应急区域，

“由医护人员承接应急病房全部清
洁消杀处置工作”。

在强化防控管理上，市公卫中
心从加强岗位防护、严格入口管
理、设置健康管理员、组建感控督
查员队伍进行全院全覆盖监督、对
应急队人员分批次和分层级院感
培训等方面多管齐下，确保全院上
下全员掌握防护流程和防护要求。

“我们应急工作人员3天一次核酸
检测，后勤人员是每周一次；在疫
苗接种上，全院无接种禁忌症的医
务人员接种率100%。”另外，对于医
疗废物处置，通过互联网+在线数
据传输系统对新冠医废单独转运。

通过人防、技防、物防三防合
一策略，市公卫中心坚守住了院内
生命线，实现了“医务人员零感染、
院内零传播”。

历经三轮疫情，市公卫中心负压
病房床位从最初的50张到如今的420
张，收治能力大大提高，“对于新冠疫
情掌握得越多，我们的诊疗方案也越
来越完善，救治能力大大提高。”

徐鸿书记指出，有了第一轮抗疫
经验的积累，在第二、三轮疫情出现
后，市公卫中心保持了“零死亡率、危
重型病例无新增”的记录。一线抗疫
经验的积累，一线人员扎实的救治能
力，是保证患者在市公卫中心得到有
效救治的基石。

在前期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中，
有部分重型和危重型患者还同时患
有肾脏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等基础疾
病。医务人员除了对新冠肺炎进行对
症治疗外，往往还需组织跨院多学科
会诊，“中心配备有省级、市级医疗专
家组，涵盖重症医学科、呼吸科、传染
科、营养科、心理科等多个学科，让患
者享有‘一人一案一专家组’的救治
服务。此外，市公卫中心还充分发挥
中医药在新冠救治中的成效，让其成
为帮助患者康复的好帮手。

同时，医院严密的院感防控如发
热门诊建设、预检分诊、缓冲病房等

的设置，以及对医务人员能力水平的
培训等多项举措，也多维度地保障了
诊治效果。

整个新冠疫情期间，市公卫中心
产出了数十项科研成果，其中不乏针
对性强、指导性强的高质量SCI专业
论文。例如，医院率先利用“荧光标记
法”和“恒温荧光核酸扩增技术”快速
检测病区物表消毒情况，保证院感防
控，该项研究也被成都市科技局立项
为第一批科学抗疫的科研课题；率先
在病房内对SARS-CoV-2表面污染
报告现场分析，研究报告发表在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
ment》，IF=6.551；制定的“隔离病房
污染区防护失效的应急预案”被《中
华护理杂志》官微进行推荐分享，如
今更是直接广泛应用于医院的护理
单元，真正践行了从临床中来，再到
临床中去。

“如今，对付新冠疫情，我们有丰
厚积淀；上级部门也提供了扎实物资
保障，解决了后顾之忧；MDT团队让
我们诊治更精准更专业，加之疫苗的
广泛接种，坚守成都战疫堡垒，更有
信心！”

坚守第一战场坚守第一战场 为医院“救治能力”加码

谈及医院的未来发展，徐鸿书
记早已心里有谱。

“围绕医院高质量发展，完善十
四五规划，坚持以传染病学科建设
为核心，加快9个支撑学科建设，以
结核、肝病、艾滋病三大重点学科为
主干，把医院建设成为西南地区传
染病的临床、科研、教学、质量控制、
管理中心，打造为国内一流、西南领
先的传染病医院。”

他强调，市公卫中心作为以传
染病收治和精细化处置为主的三级
甲等医院，必须保持应对各类传染
病、新突发传染病的优势和专业。

“医院必须持续在人才队伍和专科
建设两大方面加强投入，保持在全
国领先的传染性疾病诊疗水平。”

同时，医院还将着力打造结核、
肝病、艾滋病三大重点特色专科来领
跑医院发展，为成都老百姓筑牢公共
卫生健康防火墙。“传染病医院的综
合支撑科室也很重要！”未来医院也
将重视支撑学科群的建设，让MDT
诊疗模式成为医院的坚实后盾。

正值“十四五”开局之年，市公
卫中心三期大楼正在紧锣密鼓建设
中，“新大楼以收治呼吸道传染病患
者为主，预计2024年投入使用。”

前方战场无硝烟！市公卫中心
践行使命，为这座城市筑起堡垒，守
护住了成都百姓熟悉的车水马龙和
生活琐碎。他们是勇士，是卫士，有
他们在，就心安！ 江瑾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康复医学科康复医学科：：“医院-社区-家庭”模式，帮助老人重拾生活信心

必须坚不可摧必须坚不可摧 筑牢院感防控战斗堡垒

未来未来：：打造国内一流、西南领先的传染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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