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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博会万花筒丝博会万花筒

←5 月
11 日，在第
四 届 丝 博
会 暨 西 洽
会 合 作 交
流 馆 的 扶
贫 成 果 展
延 安 展 区
内，观展者
参 观 并 了
解 延 安 各
类 扶 贫 产
业产品。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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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育是每个女性
成为母亲前必须经历的一道关卡，但自然分
娩带来的痛苦对于绝大部分女性来说都是身
心折磨。

今年，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名
单公布后，让不少准妈妈们看到了“曙光”。
分娩镇痛究竟给产妇带来了何种体验？医疗
机构开展工作时又面临着哪些障碍？

有试点医院分娩镇痛开展比例超45%

“以前从没有过比阵痛更疼的体验，身心
受到双重压力，但是打上‘无痛’以后，疼痛缓
解了很多，整个产程也缩短了。”在北京医院
通过自然分娩生下宝宝的安女士讲述了自己
的感受。

今年3月，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名单
对外公布，北京医院就是这913家试点医院之一。

“医学上通常把疼痛分为十级，烧伤疼痛
是最高级，分娩介于九级与十级之间，很多人
因为这种疼痛崩溃。所以，无痛分娩从人文
关怀的角度讲是非常好的方式。”北京医院产
科主任王少为介绍说。

他说，目前分娩镇痛主要是椎管内麻醉，
没有椎管内麻醉禁忌症的产妇都可以选择。
但所谓“无痛”并非完全没有感觉，而是通过

麻醉把疼痛等级降到4级以下。
“实施镇痛后，产妇依然能感知，但可以

比较安静的睡眠，我们希望达到不影响产程
和自主运动，同时产妇又能耐受的程度。”王
少为解释。

笔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北京医院是
国内开展分娩镇痛较早的医院之一。医院从
2004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开展分娩镇痛，目前
实施分娩镇痛的产妇占到了经阴道分娩产妇
的 45%-60%，这个比例要远高于国内抽样调
查的平均水平。

不过在王少为看来，这一比例相较于一
些欧美国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分娩
镇痛用得最好的国家是英国，比例达到 85%
到90%，我们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医生的无奈：人力短缺问题仍在

“这些年我们做分娩镇痛的频率明显提
升了，过去一周才会实施一两例，现在几乎每
天都有一两例。”北京医院手术麻醉科主治医
师李伟讲述了自己近年来的工作体验。

不过作为综合三甲医院的麻醉医生，他
和同事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人手不足。

“目前的人力配备是2名值班麻醉医生负
责全院的所有急诊，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才

能抽出空去为产妇做镇痛，工作量非常大。”
李伟说。

由于产妇分娩时间是不可预知的，麻醉医
生没办法全天“待命”，通常遇到同时有其他急
诊手术时，麻醉医生就优先处理危重症患者了。

从医学角度讲，打“无痛”的最佳时机是
产妇刚进入临产状态时，但李伟经常遇到的
情况是，等在急诊忙完再去产科时，发现产妇
宫口已经开了五六指，这个时候再打“无痛”
产妇已经享受不了多久就会生产，所以通常
不会再为其实施镇痛。

“由于规范的分娩镇痛需要一名麻醉医生
加一名护士共同配合，产房护士的人力不足也
是分娩镇痛实施难的一个原因。”李伟说。

这一现象在不少公立医院都十分普遍，根
据《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
2016年中国约有7.66万麻醉执业（助理）医师，
每万人拥有的麻醉医生仅为0.5人。据业内人
士测算，目前国内麻醉医生缺口约30万人。

绕不开的问题：收费标准的制定

除了人力因素的制约，科普宣教不到位、
收费标准的欠缺也是分娩镇痛开展中遇到的
难题。

目前椎管内麻醉分娩镇痛没有统一明确的

收费标准，公立医院现行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参
照椎管内麻醉和术后止疼的收费标准执行。

这样一来，部分人力成本就没有包含在
内，导致很多医院不得不面对赔本为产妇做
镇痛的无奈处境。

这一问题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中
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此前就曾强调，在推
广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同时，收费标准的制
定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他认为，怎样既能调动麻醉科、妇产科人
员的积极性，又同时兼顾不同地区的实际发
展情况，是各方需要共同探讨的话题。

而在中国医师协会分娩镇痛专家工作委
员会主任委员米卫东看来，中国的分娩镇痛
比例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
距，各分娩镇痛试点医院的相关价格应体现
这项工作的劳动价值，在规范培训和把控质
量的基础上，切实把分娩镇痛试点工作做好。

人才培养、政策支持必不可少

按照国家卫健委 2018年下发的通知，
2018年到202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定数
量的医院开展分娩镇痛诊疗试点工作。

通知专门提出，医院应当为分娩镇痛工
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人员、设备设施和必

要的政策支持，调动医务人员开展分娩镇痛
工作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在医保报销政策上，分娩镇痛
也有望获得支持。国家卫健委在试点方案中
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为试点提供医保报销等政策支持。

进入试点的医院也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除了做好产前宣教，我们也努力增加

了人力配备。”北京医院产科护士长魏涛告
诉笔者。

魏涛说，考虑到做完镇痛以后还有很多
后续的护理工作要做，而助产士又比较稀缺，
科室在人力方面进行了加配，培训了一些转
岗人员，目的是更好地配合工作。同时，产房
也加大了人文关怀服务。

“除了在孕教课加大宣传力度外，我们也
把产房做了适当的改造。另外，为了解决人
力问题，麻醉科和产科也在共同探索从绩效
上协调，给予分娩镇痛一
些倾斜，提高大家的积极
性。”王少为介绍说。

不过，在这位专家看
来，今后想在全国层面推
广这项工作，人才培养、
国家政策的倾斜与支持
仍然必不可少。 （张尼）

探访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多少准妈妈能享受“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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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琅满目的商品、炫酷前卫的技术、
丰富多彩的节目……这是 5月 11日，记
者在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
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
称丝博会）上看到的景象。

5G技术是支撑未来发展的重要技
术，记者来到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展区，
亲自体验了一把高速网络瘾。戴上AR
头盔，钟楼的实时场景立刻浮现在眼前，
身处镜头的视角，原地旋转一周，就能看
到周围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
群，也能听到旅客们谈话的声音，有种触
手可及的真实感，非常令人震撼。来到
5G手机体验专区，记者拿起一部华为5G
手机，在关闭WIFI的情况下，测试了一
下5G状态下手机的上传和下载速度，结
果显示，上传速度达58.7Mbps，下载速度

更是达到了 851 Mbps，随机点开一部电
影，播放非常流畅，毫无卡顿感。5G技
术的应用非常广泛，现代社会是网络社
会，只要需要网络的地方都离不开。在
一块屏幕前，记者看到，5G技术现在已
在警务安全、车联网、立体交管、智慧旅
游等方面得到了部分应用，随着技术的
发展，还将在无人驾驶、无人机、高清直
播、医疗、教育、工业等方面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说到人工智能，也许人们首先想到
的会是无人化机器生产，但实际上却并
非完全无人化。记者来到一家生产智
能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展区，看到一台
台机器正在井然有序地开展工作，码
垛、上料、冲压、分拣、搬运、切割、
焊接……这些以前需要人工作业的程序

现在都可以被机器人代替，但涉及到复
杂的工序时还是需要人工操作来完成。
据该展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公司主
要生产工业机器人产品集成，几乎囊括
了企业生产的大部分场景，但是有些程
序是必须要人工进行协助的，比如程序
的控制、工序的切换、线缆的对接、机
器的日常维修保养等都离不开人工。机
器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解放了繁重的劳动力，必将是工业发展
的大趋势。

节能环保产品也是本届丝博会的一
大亮点。记者来到一家生产固废分离装
备的企业展区，详细询问了固废分离的
原理、产成品、成本等情况。该展区负
责人说，他们公司主要做的是煤矸石分
离、建筑垃圾再生等设备的生产制造和

固废循环利用技术研发工作。对于煤矸
石，通过设备分离和加工，可将方解石
制成石灰或者再生砖，将煤粉压缩成煤
饼用于电厂发电。对于建筑垃圾，通过
设备的分拣和分解，可将建筑垃圾中
的混凝土、砖石、钢筋等分类利用，
把废弃的混凝土和砖石加工成再生粗
细骨料，用于生产相应强度的混凝
土、砂浆，或者制成再生砖、墙板、路
基填料等，废弃钢筋等其他金属物可直
接回炉加工再利用。平均每吨建筑垃圾
的处理成本为30元，煤矸石的处理成本
为20元。

在展会现场，记者还和由人装扮的
“擎天柱”“大黄蜂”进行了互动，观看了
穿唐装、戴面具、拿纸扇的演艺人员的舞
剧表演。 实习记者 赵院刚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5月 10日上午，第四届丝绸之路
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之一，
中国（陕西）—韩国经贸合作洽谈会暨渭南韩国商品展在渭南经开
区中国酵素城拉开序幕。来自韩国的 200多家企业在这里展出了
韩国食品、电子产品、生活用品、环保产品及化妆品等十大类 1000
多种产品。

洽谈会期间，中国酵素城将连续举办中国酵素城开园仪式、中
国（陕西）—韩国经贸合作洽谈会、省商务厅驻境外商务代表处座
谈会、渭南韩国商品展、中韩特色文化展和中韩特色美食展等 6项
系列活动。

据悉，在中国（陕西）—韩国经贸合作洽谈会及中国酵素城高
质量发展合作洽谈会上，渭南经开区共签约项目 11个，签约金额
10.23亿元。截至目前，韩国在陕西实际投资超过百亿美元，2018
年双方进出口总值近百亿美元。

↑5 月 11 日，曲
江国际会展中心 B1
展馆的万亿级工业大
走廊展示区内，在西
安飞鹰亚太航空模
拟设备有限公司的
展 品——A320 飞 行
模拟器前，观众们正
在体验飞行的乐趣。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中国（陕西）—韩国经贸合作
洽谈会暨渭南韩国商品展开幕

↑作为第四届丝
博会的主题市，汉中
市通过实物陈列、图
片影像、现场展演、交
流互动等方式，全面
展示汉中市生产发
展、生活幸福、生态美
好的共融共赢发展优
势和前景。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5月9日，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中心卫生院举办
了以“岗位练兵、天使之美、以人为本、守护生命”为主题
的“5.12”国际护士节医护技术比武活动。16位年轻医
护人员先后进行了密闭式静脉输液、氧气吸入、单人徒
手心肺复苏等6项技术比武活动。 张永峰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刘强）5月 10日下午，第八届中
国·大秦岭（宁陕）山地越野挑战赛发布会在西安绿地笔
克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本次挑战赛将于6
月1日在安康市宁陕县开幕。

据了解，本届挑战赛将充分体现全民健身、全民参
与的办赛宗旨，立足群众有兴趣、能接受、能参与，着眼满
足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群众参与面更广。挑战赛共设
7项赛事活动，由陕西省秦岭山地马拉松主题赛事和秦
岭峡谷乐园滑雪公开赛、广货街漂流越野跑两项赛、秦岭
悠然山定向越野赛、宁陕县首届垂钓大赛、秦岭上坝河

“穿越丛林挑战自我”大赛、秦岭皇冠山地自行车赛6项
配套赛事组成。共设置8个群众乐于参与的健身项目，
包括山地马拉松、滑雪、漂流、越野、垂钓、穿越丛林、山地
自行车赛等，非常适合老中青各年龄段的群众参与。

整个赛事于 5月开赛到 10月结束，历时 5个月，这
个时间段也是宁陕自然风光最优美、气候最宜人的黄金
旅游季。

第八届中国·大秦岭（宁陕）山地
越野挑战赛将于6月1日开幕

5月12日，西安公交巴士公司201路青年文明号在
西辛庄起点站开展了以“美丽芳华、祝福母亲”为主题
的母亲节庆祝活动，邀请过往市民及候车的乘客为母
亲送上一句祝福。 梅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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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谭永良）立夏以来，随着气温的不断升
高，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绥德工电段通过明确
检查重点、强化现场控制等举措，遏制因违规作业、违规
劳动造成隐患问题的发生。

该段成立职工“两纪”整治活动领导小组，严格落实
规章制度和作业标准，坚决遏制严重两违问题。结合季
节特点，该段深入研判分析工务、供电、电务系统各岗位

“两纪”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尤其是对梳理出来的各
系统劳动人身安全等10类32项检查重点，制定检查计
划表，明确检查方式及量化要求，确保关键作业环节一
处不漏。

与此同时，对各级管理干部下现场检查、跟班作业、
包保等实行全过程跟踪管理。

绥德工电段

彻查“两纪”隐患 确保安全生产

↑5月11日，观展者在陕建集团展区了解32座鲁班奖奖杯背
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5月11日，在丝博会绿地笔克展馆的国际女性手工及家庭
服务业展区内，来自拉脱维亚的赛吉娜·褚安思女士展示自己设计
的环保新闻纸手包。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