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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杨薇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
率领中国房颤中心联盟单位完成的一项全
国最新、样本量最大、区域最广的流行病学
调查发现：我国成人房颤标准化患病率为
1.6%，其中43.8%是新诊断房颤，年龄增
加、男性、既往心血管病史是房颤的危险因
素，并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近日，该研究
成果在线发表在最新一期《柳叶刀》子刊
上。该结果提示我国房颤的防治任务依然
艰巨，需继续加强房颤的“防、筛、管、治、
研”工作，以降低房颤疾病负担，减少房颤
相关致残率和致死率。

“如果以每分钟跳70次、寿命70岁计
算的话，一颗心脏一生要跳近26亿次，真
的好忙，可以说是人体中最繁忙的器官了，
需要我们每个人细心呵护。”珠海市人民医
院横琴医院心内科和综合内科副主任叶芬
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长达30余年，有着丰
富的经验。“心慌心乱，当心房颤。”叶芬提
醒道，目前横琴医院心内科已常规开展房
颤射频消融和左心耳封堵一站式手术，为
患者提供了治疗新选择。

房颤危害大

叶芬介绍，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临
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发病率随着人
的年龄的增加而增高。她介绍，根据数据
显示，10个75岁以上老年人中就有1个
房颤患者。正常的心脏之所以能够规律
地跳动是因为其中有一条严密的传导系
统，传导系统就好像一座房子的电路系统
（如同电线会隐藏在墙壁中一样，传导系
统位于心壁内），主要作用是把心肌收缩
的命令从传导系统的总司令部（窦房结）
传达到每一个心肌，让所有的心肌都按照
一定的节奏收缩，维持心脏的规律跳动，
把心腔中的血液送到全身。如果传导系
统没能把命令传达下去，或者传达错误，
心脏就不能按照正常的节奏、速度跳动，
出现心跳特别快、特别慢或者不协调的现
象，临床上统称为心律失常，而心房颤动
就是心律失常中的一种。

叶芬表示，房颤危害巨大，主要体现为
缺血性脑卒中和心力衰竭，房颤引起的最
严重的并发症就是脑卒中，发生率约
5%。相较于没有房颤的患者，卒中风险平
均提高了3-5倍。当患者同时伴有高血
压、糖尿病、心功能不全时，卒中风险又会
大大提高。而心率衰竭则是，发生房颤后，
心房泵血这部分作用就没有了。心脏往外
排血功能相当于减少了25%，心功能下
降。这样一来，人因为供血不足，会产生乏
力、头晕、胸闷的症状，再加上心房、心室跳
动速度的加快，久而久之，加速心脏功能下
降，从而引发心力衰竭。

倡导健康生活

叶芬提醒，在日常饮食上，房颤患者需
要注意戒烟限酒，因为烟中的盐碱和酒中
的乙醇都会增加心脏负荷，对于阵发性房
颤者，更容易因酒精的刺激导致房颤发作，
延长房颤持续时间。

同时，房颤病人应尽量避免饮用茶、咖
啡、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物质，谨慎服用某
些治疗咳嗽或者感冒的药物，这些物品可
能含有刺激物促进不规则心律。

此外，还要合理、规律饮食，少食含饱
和脂肪酸和胆固醇高的食物（肥肉、蛋黄、
动物油、动物内脏等），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C的食物（水果、蔬菜），适当摄入纤维素食
物（谷类、淀粉类）。饮食要有规律，不应过
度饥饿或过饱。

“其实不论是否患有房颤都应该有一
个健康规律的生活。”叶芬说。如果确诊为
房颤患者应该如何治疗呢？她表示，目前
现有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通常只能
控制心室律；抗凝治疗：预防血栓栓塞并发
症；抗心律失常治疗：转复窦性心律或控制
心室率；手术治疗：射频消融治疗（彻底根
治房颤）、左心耳封堵术（预防房颤所致心
源性卒中）。

为患者提供治疗新选择

据介绍，房颤具有较高的致死率和致
残率，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我国房颤知晓
率与抗凝比例还是非常低，一旦卒中，患者
的家庭乃至社会负担都非常大。

叶芬介绍说，目前横琴医院心内科
已常规开展房颤射频消融和左心耳封堵
一站式手术。目前导管射频消融术是阵
发性房颤一线治疗方案，手术成功率达
90%。采用微创介入手术，患者可全程
清醒，具有不开胸、伤口小、安全性高、并
发症少、恢复快等优势，术后8小时患者
即可下床活动，2-3天即可出院。房颤
射频消融与左心耳封堵一站式联合治
疗，消融了房颤又闭合了房颤病人血栓
发生的根源部位—左心耳；既针对症状
又兼顾卒中预防的治疗术式，不仅减少
了房颤患者多次治疗的痛苦又降低了中
风致残或致死的风险，消除了患者对长
期口服抗凝治疗的依赖性。手术总耗时
少、总费用低，使得病人达到缓解症状与
卒中预防双重获益，为患者提供了治疗
新选择。

心慌心乱，当心房颤
横琴医院为患者提供

治疗新选择

除了为长者们组织各式各样的
活动、提供康复诊疗服务外，社区的
工作人员还会关注长者的精神状
态。“老人家也是存在心理压力的。”
董文伟说，“我们在进行社区服务的
同时，也会照顾他们的情绪，我想这
是最让李婆婆喜欢这里的原因。”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
记忆力减弱，或者遇到一些疾病，这
都会让长者产生焦虑，但是老一辈
的人通常没有咨询心理问题的习
惯。考虑到这一点，董文伟和同事
们会鼓励长者参加社区举办的精神

健康讲座，教他们如何缓解自己的
不良情绪。街总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也专门成立园艺小组，让长者们在
养护植物的过程中与自己的朋友交
心交谈，降压解压。

据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
办事处发布的工作简报，4月，街总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共为琴澳两地
长者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7545 人
次，其中长者活动1181人次、饭堂
用餐服务3319人次，个案辅导及
康复治疗159人次，健康促进服务
158人次。

现在，李婆婆每天上午到社区
参加各种活动，中午在长者食堂打
饭回家和先生一起吃，下午又到中
心来和一帮“老伙计”一起玩耍，她
不再像以前一样无所事事，周围人
也都觉得她的心态越来越年轻，整
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

“我能感受得到，社区的工作人
员把我当作自家人，他们提供的服
务可以帮助到很多像我一样、在生
活遇到困难和问题的老人家。”李婆
婆说，“我送锦旗就是想表达我衷心
的感谢。”

关注心理健康状态 为长者降压解压

近日，社区活动常客——80岁的婆婆李玉莲，同往
常一样，戴着她的软帽走进荷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但
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李婆婆并没有去参加活动，而是将
一面烫金锦旗交到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手上。

“居民贴心人，温暖千万家”，锦旗上十个金灿灿的大
字，是李婆婆最想向社区工作人员传达的谢意，也是最能
代表合作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成效的“金字招牌”。一年
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这片热土上，合作区联合澳门
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正尝试在社区开展更多的
深度合作，彼此保留服务特色、互相补充交流，为长者提
供越来越多元化的居家养老服务，让李婆婆这样的老年
人体验更丰富的娱乐活动、享受到更暖心的人文关怀。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子怡

合作区社区多元养老服务贴民心

八旬老人送锦旗点赞

曾经的李婆婆，是一个“独行
侠”，平时她在家中打开电视，一看就
是一个下午，要不然就去红旗村的街
巷里兜兜转转。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以来，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委托澳门街坊会
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和珠海市慈爱
社会服务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澳
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街总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小横琴社区、
荷塘社区、莲花社区三个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站开展服务，新家园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站由珠海市慈爱社会服务
院运营。

当时，荷塘社区的街总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街边摆摊

宣传养老服务。在村中闲逛的李婆婆
瞧见了，便与工作人员有了几面之缘。

2021年3月，荷塘社区按照政府
规划，开始运营长者饭堂。街总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入驻社区后，饭堂由社
区和街总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共同运营。饭堂规定60岁以上本
地户籍及澳门户籍的长者3元一餐，
80岁以上本地户籍的长者用餐免费，
无论早餐、午餐，都可以享用。

“还能有这样的好事？”李婆婆心
中嘀咕，却也来到长者饭堂“试探”一
番。“这个可以帮助老年人消化”“那个
可以补钙”，李婆婆一边听工作人员介
绍，一边不住地点头。

自此，长者饭堂又多了一位80岁
的“忠实粉丝”。

长者饭堂运营
老人吃上免费的午餐

如果说双方的交往需要从一个
契机开始，那么长者饭堂就是李婆婆
与社区交往愈发密切的契机。自从
了解到社区开设长者饭堂后，李婆婆
就经常到饭堂用餐，与其他人交流增
多了，也慢慢掌握了许多社区“情
报”——“今天有桌游兴趣班要开展”

“明天又有长者精神健康讲座的活
动”……李婆婆觉得自己仿佛发现了

“新天地”。
据荷塘社区“两委”委员梁倩莹

介绍，在街总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未入

驻社区以前，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主
要以“上门慰问”和“探访”为主，经
过琴澳两地社会工作者的交流探索，
现在为社区长者提供的活动也变得
更加丰富。

比如长者生日会，邀请春季生日
的长者齐聚一堂，歌舞助兴；比如“耆
言也善”长者中心季度会议，邀请琴澳
两地居民一同为社区建言献策，实现
共商共建共管；又比如广场舞、健身气
功、益智桌游等文化艺术活动，从各个
方面充实着长者的生活。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
打开长者生活“新天地”

□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杨薇

今年是程晓红来到首都师范大学
横琴伯牙小学的第三年，现任伯牙小
学副校长，主抓课程、教学及教科研工
作，同时任教语文学科。在日常教学
工作中，她带领学校教师大胆改进教
学模式，积极开展课题研究，获得了区
级、市级、省级等课题的立项；带领教
师积极参加区级、市级的教学论文和
教学比赛与展示，屡获佳绩——劳动
教育在珠海市大放异彩、科技教育在
广东省崭露头角、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赢得了广泛关注。

深感责任重大，重返教育行业

说起从事教育的原因，程晓红提
起了在清华紫光工作的时光。那时，
她曾利用空暇时间兼职企业内刊的编
辑，在与当年某高校工程考试硕士第
一名约稿时，希望对方分享一下如
何平衡工作和学业，但在几次沟通过
后，程晓红发现他只能写出简短的概
要。这件事给她的触动很深，她发现
在平时的工作中，很多人不懂得沟通，
更不会写作，曾经是语文老师的程晓
红感到了基础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
的责任重大，因此她在考研时选择了
教育学，决定重返教育行业。

于是，程晓红在经历约10年企业
工作生活后，又重返校园。程晓红在
2014年研究生毕业后，受聘于北京市
爱迪国际学校，教学成绩名列前茅，习
作指导屡获佳绩。2017年加盟北京
为明教育集团，负责集团小学学科建
设，改进课堂教学，推行“目标导向性
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的优化模式，通
过“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设计，推动
课堂变革。

2019年，程晓红来到伯牙小学带
领教师大胆改进教学，推行“概念为本
的教学评一体化教学设计”，关注单元
整体教学，采用KUD（K 是 Know 知
道，U 是 Understand 理解，D 是 Do 能
做）目标叙写模式，让目标层次更清
楚，同时积极开展课题研究，刚建校三
年，伯牙小学已获得了区级、市级、省
级等12个课题的立项。

勤耕耘、善思考。在国家级、省级
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在区
级、市级的教学论文和教学课例比赛
中，屡获佳绩。她还曾参与大学教材
《儿童文学理论与教学》内容编写，《小
学生必备字典》《小学生必备词典》中原
创识字口诀的编写，主编《小学语文课
文怎样读》（第2册）和国家社科重大项
目成果《汉字认知与书法表现》（12册）。

多年的教学经验让程晓红有着不
一样的教学感悟，她说：“我认为想要
做一名优秀的老师，首先从思想上应
当抱有信念和情怀，其次是有格局和
视野，要对这一份职业有学术追求精
神，最后则是拥有精湛的教艺和人格
魅力。”

“以生为本”，与学生亦师亦友

在小学阶段，老师是孩子眼中的
榜样，形象权威、影响力大，所以责任
也大。“我希望自己是优秀的，所以时
刻用优秀教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希
望带给学生们积极正面的影响。”程晓
红说，在班级里她总是“以生为本”，让
孩子们在有爱、团结、互助的班级文化
中茁壮成长，日常生活中她非常注重
培养孩子们的沟通交流能力，鼓励孩
子们坚持阅读、坚持运动，在潜移默化
中教育学生。

程晓红曾带过一个一年级安静不
语的小女孩，本以为是因为来到新环
境里孩子害羞胆怯，深入了解后才得
知是因为幼儿园时期受挫留下的阴
影。在与家长沟通后，她和小女孩私

下达成了一些小约定，并且在课上多
与女孩互动，通过鼓励慢慢消除了女
孩的恐惧，为女孩建立起了信心。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她的帮助下，女孩终
于重拾信心，越来越勇敢自信：从敢于
在课堂上大胆发言，到成为广播站的
播音员、学校大型活动的主持人，最后
还当上了紫檀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
看着小女孩的变化，作为老师的程晓
红感到了莫大的鼓舞。

为探索“先写后教”的习作模式，
程晓红现在教整个三年级学生的习
作，看着孩子们从懵懵懂懂到慢慢适
应，从只言片语到洋洋洒洒一整篇，孩
子们变得乐于表达，而且还不断关注
自己的习作质量：“程老师，我这次写
的怎么样？”“老师，这个地方怎么改？”

“老师，我想重新写一篇可以吗？”每次
去上课，孩子就会围上来你一言我一
语的讨论如何能写好习作。这样的场
景，让程晓红感到非常欣慰。

“教学服务于育人”，对未来充
满期待

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程晓红总
结出了一套独到的教育观。她认为从
教学观上来说，教学是服务于育人的，
任何一门学科都肩负着育人的重
任——培养未来公民。未来公民需要
的是有素养的人，能解决问题的人，知
行合一的人。教师在教学中要根据这
些要求实施教学：首先，在教育理念
上，要摒弃传授知识型的教学，变教为
学，实施基于大概念的教学。关注学
生的实际获得，实现从知识获得到能
力培养，再到核心素养（或综合素养）
的提升，形成跨情境、可迁移的能力。
其次，在育人理念上，要通过学科实现
综合育人，育综合的人。从培养崇尚
标准答案式的人，到尊重主体，尊重多
元理解和感受，培养具有可迁移、综合
能力的人。最后，从学习方法上，从单
一走向多元。基于大概念的单元教

学，通过跨学科的实践，通过任务和项
目驱动，培养学生在综合性学习（或项
目式学习）中提升核心素养和综合能
力。

说起学生，程晓红总是充满希望，
她说：“我希望孩子们不论如何都要坚
持阅读，不论如何都要坚持运动，只有

这样才会有力量去寻找自己的诗和远
方。”而对于自己，程晓红表示，她对自
己也有更多的期许，比如未来她会在
教育上多钻研多实践，赋能学生的未
来发展；在管理方面，要多学习多借
鉴，赋能教师的发展；用优秀的教师培
养出优秀的学生，赋能学校的发展。

伯牙小学副校长程晓红“以生为本”

教育是不断地创新

伯牙小学副校长程晓红。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发现李婆婆下肢无力、行动
缓慢，便请康复治疗师为李婆婆
提供下肢肌力恢复的康复训练，
延缓其腿部肌肉的退化。据澳
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
横琴综合服务中心助理主任董
文伟介绍，这种服务被称作康复
诊疗。

记者了解到，康复诊疗是由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工联合康复治疗
师，通过线上、上门调查等途径为社
区长者建立健康档案，根据健康档
案对长者进行康复诊疗，并提供康
复训练。

据悉，健康档案内容包括基本
信息、已有疾病等健康状况，以及
个人动态。个人动态信息会记录

长者到访站点、参加活动、目前所
在地等情况，定期更新，以便更好
地掌握长者的活动习惯，并通过分
析数据及时发现遭遇变故或困难
的长者。康复诊疗服务可以接受
社区长者主动登记，要求康复治疗
师对自己进行健康评估，也可以等
待康复治疗师依照健康档案信息
上门服务。

建立长者健康档案 推出康复诊疗服务

李婆婆为社区送上锦旗点赞养老服务。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张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