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晚期

的严重表现，中国心衰患者数量庞

大，发病率不断增长，死亡率和再住

院率居高不下，是21世纪主要的心

血管疾病之一。“心衰中心建设内涵

及长远发展”的主题论坛日前在上

海青浦远大健康城举行。

据悉，为了规范心衰患者的诊

疗过程，提高我国心衰的综合防控

水平，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中华医学会

心血管病学分会心力衰竭学组联合

开展了中国心衰中心建设项目。近

年来，随着众多省级心衰中心联盟

的成立，以及一批又一批医院的心

衰中心“喜提”认证单位称号，我国

的心衰中心建设取得了令人可喜的

成绩，心衰患者的救治情况也在不

断改善。

但是，心衰作为心血管领域战场

未被攻克的最后“堡垒”，还有许许多多

的问题尚未完善。如何进一步规范心

衰诊疗管理，降低心衰死亡率和再住

院率，提高心衰患者的生活质量等一

系列问题依然迫在眉睫，“道阻且长”。

医疗精英汇聚
共筑心衰事业长城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人心衰患

病率为0.9%，至少有800万名心衰患

者，而且随着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

及相关危险因素的流行，未来还将面

对更为庞大的心衰患者群。心衰的再

住院率高达24.5%，5年死亡率高达

50%，这个死亡率与很多恶性肿瘤的

死亡率相仿。严峻的考验，降临在每

一位从事心衰防治事业的医务工作

者面前。

本次活动由上海心衰中心联盟

发起，华医心诚医生集团、上海远大

心胸医院承办，中国心衰中心上海

地区成员单位、上海心衰中心联盟

成员单位、华医心诚医生集团合作医院，以及上海远大心

胸医院合作医院的相关领导及专家出席了本次活动。

专家们表示，我国心力衰竭管理所面临的问题是心衰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不断攀升，如何做好心衰诊疗规范

化管理是当前面临的挑战，包括从预防、临床诊断、治疗、

随访、综合治疗等多个方面着手，实现心衰分级诊疗，从而

提升区域内心衰患者的诊治水平和医疗管理能力。

中国心衰中心执行主任委员杨杰孚教授指出，对心力

衰竭的防治工作要从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把控。首先在

心衰发生之前进行干预，然后做到心衰诊断治疗过程中的

规范化和标准化，最后还要完善随访机制。

布局心衰防治网络
提高心衰规范化诊疗水平

“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为我国心衰诊疗

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但指南与实践还存在

着一些差距，尤其在小医院和社区医院这种情况更为

严重。为了缩短两者的差距，需要针对广大医务人员尤

其是基层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需要各个心衰中心

携手合作，构建全国心衰防治网络，搭建心衰区域性学

术交流的平台。

本次论坛，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内科院长、心衰中心主

任孙宝贵教授就“心衰中心学科建设规划”做了精彩讲座。

专题讨论环节，各位专家各抒己见，将自己的经验心得和

困惑等问题一一列出，通过学术思想的碰撞与激荡，以及

临床经验的交流和分享，获得了对心衰中心学科建设新的

认知，在缩短和消除指南与临床实践差距、提升心衰规范

化诊疗水平的道路上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心衰中心建设
助推心衰分级诊疗模式发展

论坛还对心衰中心的建立意义及发展作了深度探讨，

上海心衰中心联盟副主任委员金玮教授做了关于“上海心

衰中心联盟的成立意义及发展”的专题讲座，上海远大心

胸医院王改非院长做了“利用区位优势，借力专家资源打

造一流技术平台”的讲座。专家们表示，在当前新形势下，

建立心衰中心联盟是顺应国家政策的迫切任务，也是推进

心衰分级诊疗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区域性的心衰中心和联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公立医院、医生集团、专科医疗机构等医疗单位共同携手，在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合力实现共赢共享局面的同时，也实现

了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助推了心衰分级诊疗模式的进一步

发展，为心衰患者提供了更优质的治疗、康复和护理服务。对

此，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华医心诚专家工作站站长张大东

教授表示，虽然心衰中心建设的任务还很复杂、很艰难，前面

的路还很漫长，但相信在众多对心衰工作满怀热情和情怀的

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各方领导和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心

衰中心的工作将会越做越好，“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院长王改非表示，远大将再接再厉

继续举办类似活动，努力打造国内一流的心衰品牌学术交

流平台，为扩大心衰中心的影响力、切实提高上海区域以

及长三角地区心衰的综合防控水平、降低心衰患者再住院

率和死亡率尽自己的一份力。

本报讯 （记者 陶婷婷 通讯员 金晓璐）来自扬州的陈老

伯今年64岁，7个月前，他在吃晚饭时突感进食梗阻，之后便反

复出现了吞咽疼痛的症状，至当地及外省市多家医院就诊未

果。1个月前，陈老伯感到疼痛越发明显，在外院做CT检查后

提示食管中段有横行线样致密影，且局部与主动脉弓分界不

清，不排除有异物的可能性。在当地医院由内镜中心和胸外科

的多位医生进行了联合阅片和会诊后，被告知因异物靠近大

血管，手术风险极大，易危及患者生命。

陈老伯和家人慌了神，奔赴上海中山医院急诊。胸外科、

内镜中心专家会诊，考虑到开胸手术风险高、预后差，决定先

尝试内镜手术。急诊内镜检查显示，在进镜25厘米处可见一大

小约1厘米的肉芽肿，然而表面未见明显破溃，也未见明显异

物。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教授仔细查看病人资料，并组织全科

进行疑难病例讨论，决定亲自主刀行内镜下取异物。“我们相

信周主任，相信中山医院！”病人及家属在医生告知病情和治

疗方式后表示了充分理解和信赖。

日前，一场紧张凶险的“拆弹战”打响。术中见食管中部有

一个肉芽肿隆起突出部位，“根据经验和CT片判断这就是异物

所在位置！”周教授用钩刀在肉芽肿口侧轻轻划开，逐步切割瘢

痕，一个黑色金属异物影逐渐显露，但CT提示异物与主动脉弓

分界不清，这给手术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周教授用异物钳小心取

出异物，经反复观察，食管伤口没有丝毫出血。“拆弹成功！”一根

长达8厘米的金属钢丝被成功取出——这就是几个月来一直造

成陈老伯疼痛的原因！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血压平稳，几乎没有

出血，半小时后病人醒来第一句话是：“东西拿出来了吗？”而他

女儿早在手术室外喜极而泣。术后翌日，陈老伯开心地和家人

一起出院回到老家。

据悉，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每年完成食管取异物手术近300
例。对于嵌入食道粘膜外的异物，以往没有内镜下取出的经

验，如今周平红教授带领内镜团队开创性地将隧道内镜技术

用于异物取出术，通过“挖地雷”操作，为患者取出埋藏在食管

壁内的异物，免除了开胸手术的痛苦，大大提高了病人的术后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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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跟着骨伤科医生学做这几个动作

预防“腰背痛”经常发作

本版责任编辑 陶婷婷

【求关注】

八 卦 ， 你 要 还 是 不 要 ？
【心世界】

本报记者 陶婷婷

腰背痛是骨伤科最常见的疾病，长期坐姿不当或超负荷

活动造成腰背部肌肉劳损是腰背痛的重要原因。

腰背部肌肉能够维持腰椎的稳定性，减轻腰椎韧带、椎间

盘和小关节的负荷。积极进行腰背肌功能锻炼，有助于维持及

增强脊柱的稳定性，从而延缓腰椎劳损和退变的进程，减轻腰

背痛症状。

对于曾经患有急慢性腰肌损伤、腰肌筋膜炎、腰肌劳损或

者腰椎间盘突出症、目前正处于缓解期的病人，腰背肌功能锻

炼对防止病情复发有一定的作用。

如何进行有效的腰背部肌肉锻炼，不妨跟着做一做以下

几个导引动作。

抬腿功

第一式：平卧在一个垫子或床上，双手放于身体两侧或者

双手交叉枕于后脑，直抬腿左侧下肢约 60°，维持在 60°坚持 5
秒，缓缓放下左下肢至地面，换另一侧，双侧完成为1组，共进

行 5组练习。加强难度时可一侧下肢缓缓放下距离地面约 10
厘米处悬空，另一侧下肢抬高至60°。

第二式：双侧下肢同时离开地面，在30°维持5秒，继续缓缓

抬高至60°，维持5秒，缓缓放下双侧下肢至地面，休息5秒，共

进行5组练习。加强难度可以双下肢在30°~60°之间缓缓抬降。

拱桥功

第一式：仰卧位，曲髋曲膝，双手环抱左膝，配合呼吸，用

力将左膝靠近躯干，停留 5秒，换另一侧，双侧完成为 1组，共

进行5组。

第二式：平躺于垫子上，膝盖弯曲双脚平踩在地面，慢慢

抬起臀部向上，双侧脚跟和肩部用力三点支撑，尽最大力量

向上挺臀部并维持 5秒，缓慢还原，呼气时，臀部离地，直到

肩膀、臀部和膝盖成一条直线，吸气时，臀部放低到地面上，

共进行5组。

飞燕式

第一式：俯卧位，屈肘置于身体两侧，颈部放松，缓慢抬起

左下肢，大腿离开地面，停留3秒，换另一侧，双侧完成为1组，

共进行5组。

第二式：俯卧位，双手叠放至腰部，头部后仰并抬起上半

身，坚持3秒，完成5组。

第三式：俯卧位，双上肢和双下肢伸直，四肢同时向上抬

起，如同“飞燕”，停留3秒，完成5组。

第四式：双上肢和双下肢伸直，抬起左侧上肢和右侧下肢，

停留3秒，复原，抬起右侧上肢和左侧下肢，停留3秒，完成5组。

第五式：四肢着地，确保双手直接放在肩膀下方，并将膝

盖直接放在臀部下方，脊柱处于中立的位置，保持头部与脊柱

齐平吸气，呼气时，将一条腿和另一条胳膊伸直，与脊柱平行，

保持 5秒，呼气时将腿和胳膊放低至地面，两边轮换，完成 5
组；如练习第四式较困难者，可直接练习第五式。

拉伸功

第一式：腹部拉伸，俯卧位，屈肘置于身体两侧，与两肩同

宽，颈部放松，缓缓伸直双上肢，保持背部拉伸5秒，重复5组。

第二式：背部拉伸，跪地，膝盖放在臀部下面，双手放在肩

膀下面，确保脊柱处于中立位置，保持头部与脊柱保持一致，

肩膀向后，避免肘部锁定，深吸一口气，呼气的时候，慢慢地将

臀部向后拉向脚跟，拉伸 5秒，吸气时，将身体恢复到四肢着

地，重复5组。

第三式：髋部拉伸，髋部伸展，单膝跪地，另一只脚前倾，

膝盖弯曲。臀部向前，背部挺直，拉伸5秒，重复5组。

第四式：仰卧，右踝置于左膝成“4”字，双手环抱左膝，用

力将左膝靠近躯干，停留5秒，双侧完成为一组，重复5组。

第五式：保持膝盖弯曲，并拢，保持上半身放松，下巴轻轻收

拢，吸气，呼气时膝盖向一侧转动，然后是骨盆，两肩保持在地板

上，当回到起始位置时，做一个深呼吸，两边交替，重复5组。

除了运动锻炼外，更重要的是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上要

注意以下三点。

1. 学会正确用腰 拿起地上的重物时，腰部不能弯曲，先

把腰部挺直而固定，再用大腿的力量站起来，这样才能保护你

的椎间盘，防止椎间盘向后突出。

2. 平时少穿高跟鞋 穿高跟鞋会导致骨盆向前倾斜，此

时腰后部肌肉会紧张，而且腰椎关节突关节间的负荷也会随

之增加，最后产生疼痛。

3. 纠正不良姿势 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要保持正确的

坐姿，脊柱直立不驼背，让胸背肌张力均衡，长期坐着工作的

上班族，腰部靠着椅背，有个支撑，减少对腰椎的压力，还要纠

正跷二郎腿的习惯。

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骨伤科主治医师 许

金海，副主任医师 叶洁

门诊信息：

微信预约：通过龙华医院微信服务号预约骨伤科脊柱专

业组相关专家门诊

莫 文 主任医师：专家门诊周二下午，特需门诊周二上午

马俊明 副主任医师：专家门诊周一下午

叶 洁 副主任医师：专家门诊周三上午，特需门诊周三上午

“聊八卦”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全世界的人民都在让自

己的嘴巴进行着这项“运动”。

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罗莎琳德·怀斯曼博士及

其同事对佐治亚州6个地区的620名初高中学生进行了为期7
年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96%的学生表示自己曾经传播过谣

言或背后过度攻击过他人；90%的学生表示至少受到过一次八

卦的情感伤害。

人们常说，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这很有道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妙趣横生的“八卦”。

什么是八卦？

这似乎并没有一个很官方的解释。有的人说，是网络上

那些真假难辨的消息，是微博上评论最多的话题，是人们在

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是人与人之间共同拥有的小秘

密……

相信很少会有人站出来，大声说：“我就是喜欢讨论别人

的隐私，聊聊别人的秘密。”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上述的这

些消息也好，话题也罢，在网络上的点击率往往是最高的。

人们为什么喜欢聊八卦？

1.“八卦”是信息“宝库”

美国诺克斯学院心理教授弗兰克·麦克安德鲁认为“八

卦”是维系群体交流和稳定发展的有力工具。古时候的人由于

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他们必须相互合作，才能长时间生存和抵

御外敌。在合作的工程中，他们需要了解更多同伴和敌人的信

息，从而更好地获取资源和对抗未知风险。正因为如此，在“宫

斗”剧中，我们几乎每一集都可以看到后宫的娘娘们“竭尽全

力”互挖信息。

在当代，“八卦”同样具有强大的市场和生命力。曾经有一

位大学金融系的老师和我谈论“人才”和“人员”的差异。他讲

了好几点，其中有一点就是“掌握信息的量，有可能决定你的

地位”。现在想来非常有道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八卦”是“聊天”和“交流”的一种形式。

这不，2019年 6月，波场TRON创始人孙宇晨在个人微博上宣

布，以创记录高价 456.7888万美元，成为第二十届“巴菲特慈

善午餐”的最终竞拍赢家。孙宇晨也将成为全球首个与巴菲特

共进午餐的90后企业家。

很多人咋舌，这么贵的午餐太浪费了！不，你错了。孙宇晨

告诉大家：“我希望邀请区块链行业知名人士一起与巴菲特交

流，从而增进顶级传统投资人对数字货币的理解以及双方间

的友谊，让整个行业真正受益。”

2.“聊八卦”可以排解压力

心理学家贝克博士发现，八卦别人和看娱乐新闻的时候，

人们的大脑会被积极地调动起来，活跃度增加，分泌较多的内

啡肽和多巴胺。这两种物质一直被视为“快乐元素”，在大脑的

“犒赏通路”中帮助减压、镇痛，同时让人产生一种幸福、快乐

的感觉。

如果当时还有其他人和你产生“共鸣”的话，那就更加愉

快了。人们会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心理学上称为“心流”。大

家会觉得，聊天怎么这么有趣，停不下来，也不想停止。这种能

量不仅给你带来“沉浸式”的高潮体验，更令你身心愉悦，忘掉

烦恼，甚至产生一种“优越感”——你看这些事情你们不知道，

但是我就知道。有一位朋友和我说，聊完“八卦”就好像做了一

场舒服的SPA。

3.“聊八卦”可以帮助建立盟友关系

有时，人们喜欢聊八卦，因为在人际关系的调节中，八卦

起到了“润滑剂”效果。善于聊八卦常常被认为是情商高的体

现，因为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展示了八卦者的沟通技巧和个

人魅力。

可见，聊八卦是促进群体团结的一种方法，有利于拉近人

与人的距离。聊聊八卦，互相分享消息，说明大家在同一个“圈

子”里，既显示了亲近和友好，还能形成某种“心理契约”，促使

大家成为朋友。八卦消息的暖场效应可以使人在短时间内迅

速成为他人关注的焦点。

八卦有害处吗？

当然有。几乎每个人都体验过八卦的伤害力。红极一时的

电影明星阮玲玉说过：“人言可畏！”语言素来是一把双刃剑。

当语言尽情展现优势时，也同时表露出其缺点——攻击性和

欺骗性。这本身就是语言的两个维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聊完八卦，给我们留

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八卦的本身，而是八卦者绘声绘色的形象。

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往往反映出了自己内心的模样，八卦之人嘴上

谈论的是别人的事，而有时反映出来的却是自己的内心层次。

当然，这类人群自身是毫无察觉的，因此才会乐此不疲。

尤其是在讲一些带有“恶意中伤”的八卦时，也许八卦者并不

知道，聆听者会不自觉地将八卦者与所谈论的人的特质联系

起来，最终被八卦的人所具有的特质就会“转移”到八卦者身

上，这就是“同步特质转移”效应。

不仅如此，我们会发现，经常喜欢在背后谈论其他人不良

八卦者，也很难找到知心朋友。友谊发展中的秘密分享，既包

括分享他人的秘密，也包括暴露自己的秘密。

然而，这些“爱嚼舌根者”其实并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秘密，

所以即使获得了友谊，也是表面的、肤浅的。因为许多人听完夸

夸其谈、天花乱坠的八卦后，会担心自己也成为此人所咀嚼的

“猛料”，从而心理上会产生排斥感，行为上会对其退避三舍。

由此可见，聊八卦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是你选择聊什

么、和谁聊、怎么聊，这是很讲究的。

“我总是觉得其他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怎么破？”其实，很多

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进而影响自身的思绪和行为。当然有这

种想法的人往往源于两个原因——自卑、自觉不足引起的焦虑。

如果真有不足之处，改正便好，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何须

那么在意别人是否议论自己呢？当自己做好了，行得正坐得端

的时候，又何惧他人议论呢？要记住，你在别人的心目中根本

没你想的这么重要，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不会消耗自己太多

的脑细胞在你身上。

好好做自己，不要过于计较自己事业的得失，不要过于在

意他人的眼光。当然，你也可以不断修炼自己的抗压能力，提

升自身的素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今天和大家聊了一聊我们

几乎每天都在聊的“八卦”，希望能对你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八卦，你要还是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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