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an KangJian Kang 健康广广角

省人民医院
组建全省风湿免疫专科医联体

日前，江西省风湿免疫专科医联体联盟成立大会在
南昌举行。本次联盟由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牵头组
建，目前已有全省51家县市区医院加入。

据介绍，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将通过技术帮扶、
免费人员进修培训、远程会诊、远程教学查房、专家驻点
指导等方式，将先进技术、特色项目推广到基层医院。
本次江西省风湿免疫病医联体联盟的成立，代表着全省
风湿病专科的光明未来。今后，医联体将逐渐吸收更多
成员，彼此之间形成优势互补，让患者得到精准、高效的
医疗卫生服务。 （王友莲）

南大附属口腔医院
引进治疗口腔疾病“利器”

日前，南大附属口腔医院引进了一台口腔手术显微
镜，成为治疗儿童口腔疾病的又一“利器”。目前，该口
腔手术显微镜已在牙体牙髓、特需门诊、口腔修复、综
合、种植、预防等科室广泛使用。

专家表示，近年来，口腔手术显微镜已越来越广泛
的应用于口腔医学的各个领域。显微根管治疗技术已
经成为重要治疗手段，尤其是在根管治疗中，在显微镜
下操作可使临床医师更加清晰准确地观察到根管的内
部情况，明确术者操作的方向性，对根管的定位疏通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詹莉琳）

省儿童医院
警医接力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12月4日15时许，省儿童医院急诊科接诊到由省高
速交警一支队第五大队民警送来的一名9岁重症白血病
患儿，孩子血压不稳定、呼吸急促且费力、全身浮肿，情
况十分危急。该院急诊科医护人员即刻开通绿色通道，
采取紧急救治措施。医护人员立即给予患儿连接心电
监护，给氧、吸痰与建立静脉输液等救护措施、同时立即
联系CT室，为患儿行头部CT扫描检查以便确诊病情。

据了解，该患儿家住鄱阳县田畈街，曾在无锡人民
医院治疗过一年多时间。现病情复发，病情危重，鄱阳
县医院医生考虑孩子的病情，建议三小时内转院到省
儿童医院紧急救治。但鉴于交通状况拥堵情况，家属
向交警寻求帮助，交警为护送患儿的救护车开通“绿色
通道”。 （袁锋磊 魏美娟）

南大四附院
一博士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日前，南大四附院的邓欢博士参与（共同第一作者）
的一项国际研究成果在国际干细胞研究顶级期刊《Cell
Stem Cell》上发表研究论文。该研究结果从最上游探讨
和部分证实了髓系细胞发生和分化的微环境调控机制，
为后续下游炎症调控成体干细胞增殖、分化和转化的研
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据悉，该院历来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并制定了一系
列促进科研工作、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在加大学科建设力度的基础上，以人才促科研，鼓励、支
持广大医务人员进行科研申报。 （濮琦琳）

南昌市湾里区
举办“世界艾滋病日”公益汇演

为营造全民参与艾滋防治工作的氛围，日前，由湾里
区卫计委主办，湾里区疾控中心和江西中医药大学承办
的湾里区“12.1世界艾滋病日”宣传公益汇演在江西中医
药大学举办。据悉，本次公益汇演主要包括舞蹈、话剧、
朗诵、舞台剧、健身操、合唱等，现场气氛活跃。 （吴 耀）

吉水县
“医共体”联合守护群众健康

“现在政策好，县里医生特意下乡帮我做手术，我们
农民看病更方便，花费也更少了。”吉水县八都镇毛家村
村民邹文桂激动地说，前不久，他不慎摔倒导致右胫骨
粉碎性骨折，县医院马上派专家专程下乡为他做了修补
手术，不仅让他解决了转院的麻烦，还因在乡镇治疗，报
销比例更高，让他省下了一大笔医疗费。

邹文桂是吉水县“医共体”（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的
简称）建设的受益者之一。据悉，2017年，吉水县人民
医院、县中医院、县妇保院 3家二级医院分别与 18个乡
镇卫生院组建了 3个“医共体”，通过分级诊疗、临床带
教、手术帮扶等方式，县级医院带动基层医疗机构技术
快速提升。 （尹 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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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有了增值医疗服务

今年80岁的李大爷，家住南昌市高新区万科南社
区，他年前因中风导致左侧偏瘫，艾溪湖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医生刘海顺利用自己的中医专长，为李大爷进
行康复治疗及指导，让他在家就可享受到便捷的医疗
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的家庭医
生来自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不仅是具有几十年临
床经验的主任医师，不少人还是硕士生导师。

其实，这个社区享受到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的80
岁以上的老人还有20位，其他老人也享受到了服务内
容不一的增值服务包。“增值服务包，不仅增加了服务
内容，还增加了服务频次。以财政补贴80元的增值服
务包为例，家庭医生将为 65岁以上老人提供日常随
访、定期检查及全程健康管理等服务，为 80岁以上老
年人及失能半失能老人免费每年提供不少于4次上门
出诊服务。”艾溪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桂宇芳介
绍，由高新区财政配套资金，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选取
万科南社区为试点，为老人提供了 1个“基础包”、2个

“增值包”、1个“个性服务包”供选择。截至目前，300
多位老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享受了不同的医疗服
务套餐。

南昌市卫计委家庭发展处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南昌市65岁以上老年人47.8万人，已签约25.3万人，签
约率达52.9%。同时，该市拓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
容，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基础包为基点，延伸了增值服
务和个性服务，签约老人可享受"1+1"组合式签约服
务，每年增加不少于一次的免费上门出诊服务，还可为
签约老人提供导尿、换药、抽血送检等有偿上门服务。

医疗服务深度融入养老事业

今年79岁的石巧凤，家住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街

道，她因为中风导致脑梗，病痛折磨得让她痛不欲生。
今年 9月份，她被家人送入江西广济医院进行临终关
怀。没有想到的是，在医生们的精心治疗下和护工的细
心照料下，她病情不仅没有加重，反而出现了好转迹象，
晚年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也更有尊严了。

在丁公路街道，把晚年的身心健康交给医院的老
年人越来越多。江西广济医院门诊患者中 70%以上
是老年人，住院的患者 95%是老年人。该院成立了南
昌市首个社区老年人健康服务中心，推出了家庭医生
签约、慢病管理、医疗养护、中医健康管理、老年人心
理咨询等服务，还在多个社区设立了老年人健康管理
服务工作站，把医疗服务延伸到老年人家门口。该院
负责人介绍，他们还为特殊老年病患者提供家庭病床
及家庭监护服务，设置了老年人专护病房、康复病房
及临终关怀病房等特需服务，为老人提供分层次的医
疗服务。

据了解，南昌市发挥市直医院优势，积极设立养老
康复机构，目前正在积极筹建老年病医院。南昌市第
一医院、三三四医院等5家综合医院设置了老年病科，
实施病前疾病预防、病中便捷就医、病后康复护理为一
体的医养结合服务，开放床位300张；南昌市洪都中医
院发挥医院专科优势，开展“居家养老”志愿服务，被评
为国家级“敬老文明号”；江西省商业医院一期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达 500万元，设置床位 100余张，主要收治
失能老人、半失能老人、日托、间歇托老人，搭建了院
内、医院与上级医院、医院与社区快速网络服务平台。

医疗与养老不再“两张皮”

“医疗机构不能养老，养老机构不能看病”，这是
养老的一大难点。医与养“两张皮”如何破解？早在
2010年，南昌市新建区通过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各
乡镇卫生院定期到各个行政村为老年人做基本的健
康体检，在各个乡镇的敬老院设立了医务室，定期派

医生到敬老院为老人做一些常规的检查，如果老人
生病了，医生会上门到敬老院进行诊疗，而发生的费
用由医院与医保及民政对接。

如今，这种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联袂服务
老人的模式已在南昌广泛推广。该市各类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与当地基层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
议，为辖区老人提供“养、护、医、康”一体服务。自列
入全国医养结合试点城市以来，南昌全力推进基层医
疗机构已与社区居家养老中心、乡镇敬老院进行签
约。除此之外，南昌市直各医院主动与养老院开展多
种合作，南昌市第三医院与南昌市福利院老年颐养中
心合作，派遣医务人员常驻颐养中心开展医疗工作；南
昌市第一医院与南昌信息化养老服务中心合作，共建
电子健康档案，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医疗服
务。

养老机构办医模式在南昌兴起，积极探索出一条
了“养中有医”的新模式。绿康国际老年城是青山湖
区重点打造的医养结合项目，主要为“三无”、退休老
人、高龄、空巢、失独、失能失智老年人、残障老年人
和患慢性病的老年人以及临终关怀老年人提供生活
照料、健康管理、基本医疗、老化预防、老年康复、康
复护理、心理慰藉、长期照护和临终关怀等全方位服
务，于 2016年 7月获得南昌市卫计委设置批准，暂定
床位 99张，老年人在养老院就可以享受医疗、护理服
务。

据了解，南昌市各县区重视农村地区医养结合工
作，稳步推进了乡镇卫生院与敬老院融合，为农村健
康养老提供保障。在规划选址上，做到乡镇卫生院
与敬老院相邻而建；乡镇敬老院与卫生院签约合作，
逐步实现卫生院和敬老院“医养结合”的一体化运行
服务。与此同时，依托现有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规
范完善内设医疗机构。对有资质但存在不符合医疗
基础条件的，采取帮带指导、限期整改的形式，使其
名符其实；无资质的，帮带指导，待符合医疗机构准
入条件后，加快审批程序。

日前，南昌市
首次空中医疗救
援演练及培训在
南昌市洪都中医
院举行。据了解，
救援直升机内部
设有呼吸机、除颤
监护仪、注射泵、
吸引器、氧气瓶、
担架等多种医疗
器械，就像一个小
型空中“ICU”，能
够满足突发情况
下急、危重病人的
抢救需求。
（邱佩君 曾慧兰）

南昌兴起“医养结合”新模式
□ 江一帆 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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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家住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岭花园的李根

秀来到红角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此前她患有严重

的眩晕症，在家庭医生的治疗下，她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为此她感到很高兴。

在南昌市，像李根秀一样的 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 86
万余人，他们当中大多数选择居家养老。由于老年人普

遍患有各种慢性病，而大部分家庭缺乏医疗护理知识，养

老质量不尽如人意。对此，南昌市推进医疗资源与养老

资源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家庭医生签约、养老机构办医、

医疗机构办养、医疗与养老机构合作等模式，为老人提供

预防、医疗、康复、护理等医疗服务，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

有质量。

日前，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宣传司指导，医学界主办的“第三届
中国医院宣传年会暨第一届医疗品牌建
设与传播高峰论坛”上，南大二附院在全
国4000余家医院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
医院互联网HIP十强、中国综合医院互联
网传播力十强、中国医院互联网传播力
十强、中国医院互联网传播活跃度十强、
最具爱心团队奖等9项大奖。

据悉，此次评选，通过对全国综合医
院互联网平台的运行传播力、生产力、原
创力、曝光度和喜爱度五大维度，利用第
三方后台大数据进行综合统计后产生。

爱心团队
募捐案例获点赞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年会上，还同
期举行了第一届中国医疗品牌建设大
赛，南大二附院案例“曾经救人无数，如
今却身患白血病！救救这位急诊科医
生！”荣获最具爱心团队奖！

10 月 28 日下午 4 点，南大二附院微
信公众号第一时间发出了《曾经救人无
数，如今却身患白血病！救救这位急诊
科医生！》的微信文章，呼吁社会爱心人
士为刘林华医生捐献爱心。3小时内，接

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善款5万多元，共为刘
林华募集善款 40余万元。随后，江西日
报、江南都市报、江西发布等媒体也相继
向社会呼吁募捐。该案例之所以能获得
最具爱心团队奖，更多的在于其中所透
露出的人文关怀。

据了解，这不是南大二附院第一次
获此殊荣。在 2016年宣传年会上，该院
报送的案例“因为爱，延续爱，文英来募
捐事件”曾一举夺得“2016年度中国医院
品牌传播优秀案例奖”并在年会上做经
验分享。

不断努力
做有影响力的医疗微信号

荣誉的背后，是南大二附院一直以
来坚持的“与时代同行”理念及长期不断
地努力付出。

据了解，该院微信公众号诞生于
2014年 6月 9日，目前，微信粉丝量超 30
万，并连续三年荣获“中国医院微信公众
号十强”荣誉（年度综合排名全国第四），

“江西十佳政务微信”荣誉称号等。
由中国社科院每周公布的中国医院

微信影响力指数排行榜中，该院微信一
直保持在全国前五，最好成绩全国第二，

多次夺得单日全国医疗文章阅读率第
一。同时，该院微信受到国家卫计委官
方微信号健康中国、健康时报、江西日
报、大江网、等媒体定期全文转载。拥有
江西医疗界最多10万+微信文章，成为江
西省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医疗微信
号。

此外，丁香园联合全球知名咨询公
司麦肯锡发布了“2016 年度年中国医疗
机构最佳雇主评选”排行榜，该院在此次
颁奖中获“2016 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主
公立医院十强（全国第四）”，成为江西省
唯一入选十强的医疗机构，并夺得 2016
年度公立医院品牌传播百强及新媒体影
响力二十强。

新闻链接
南大二附院又摘得两项国家大奖

日前，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
主办的“优秀医院宣传平台及优秀宣
传工作者表彰交流会”暨新闻宣传培
训班在郑州举行。南大二附院从全国
1000 多家参评单位脱颖而出，荣获国
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颁发的“优秀微
信公众号”及“最佳微信运营能手”两
项大奖。

12 月 2 日，南昌市第九医院牵头
组建的江西省肝病专科联盟正式成
立。该专科联盟组合了全省 60所医疗
机构和 28 所血防站，辐射范围覆盖全
省 11个地级市、50多个县（市、区），是
全省唯一的省级肝病专科联盟。

“组建医疗联合体是建立合理就
医秩序的重要载体，能够提高医疗资
源利用效率、保障基本医疗供给、解决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利于形
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
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南昌市第
九医院院长熊少云认为。

据了解，南昌市第九医院肝病科
早在 2010 年就拿下了“江西省医学领
先学科”这块金字招牌，学科的技术
实力、人才梯队建设在全省本领域首
屈一指。近年来，该院保持稳步的发
展势头，人才优势、技术优势、服务优
势在专科大病救治、疑难重症抢救以
及突发公共卫生救治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尽管国内的医联体如雨后春笋
般成立，就在南昌，省、市多所医院也
已成立了不同模式的医联体或专科联
盟，但毕竟各家医院院情不同，需求也
不一样，不能完全生搬硬套别人的道
路。”副院长张志成表示，该院在全省
已经建立起传染病协作网，成员单位
有 20 多家，还有江西省传染病医疗质
量控制中心成员单位、传染病医院管
理、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和肝病三个省
级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以及环鄱阳
湖血吸虫病防治科研联合体成员单
位，这些单位的加入能够扩大省肝病
专科联盟覆盖面。

九江、上饶、宜春……张志成带领
同事完成了 31 家医疗机构的走访，并
就地签订了联盟合作协议 31 份，最后
有 60 家医院、28 家血防站愿意结为

“盟军”。
“我们将在双向转诊、技术支持、

人才培养和资源共享等方面对成员单
位进行指导和帮助，从而实现联盟成
员优势互补、相互协作、共同发展。”
熊少云在省肝病专科联盟成立大会上
表示，省肝病专科联盟将创新机制创
新和管理，强化各成员单位的内部协
调，逐步提供健康管理全流程服务，共
同推进我省肝病学科建设，让全省群
众真正享受到联盟带来的健康福利。

南大二附院获9项国字号大奖

特殊的“医联体”
□ 张小芳

□ 吴舒琴 杨君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