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教你防流感

目前，我省已经进入秋
冬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
高发季节，江西省儿童医院
接诊的呼吸道疾病患者超
过 5000人。为了科学防控
流行性感冒，该院医护人员
现场教患儿家长如何做好
流行性感冒的防护，并发放
防护口罩和防控流感海报。

（魏美娟）

Jian KangJian Kang 健康广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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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日报特刊部重磅打造
打通生命抢救绿色通道

——记南大二附院心内科
本报记者 钟金平

南大一附院
机器人年度单机手术量世界第一

日前，南大一附院举办“达芬奇机器人三周年纪念
暨 2017 年度单机手术量世界第一”和“达芬奇机器人
2017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据了解，2017年，南大一附
院医、护、麻团队齐心协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年度单机破
千，勇夺世界第一的傲人成绩。该院副院长王共先教授
被授予“达芬奇 2017年度人物”光荣称号，该院手术室
护理团队被授予“达芬奇机器人 2017年度优秀护理团
队”。随后，该院对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主刀医师、助手医
师、麻醉医师、护理代表颁奖，以表彰他们在机器人手术
中做出的贡献。

另悉，江西省第十六届泌尿外科学术年会暨国家级
泌尿男生殖系肿瘤及尿路结石研究与新进展学习班、国
家级尿道修复重建新进展学习班及护理会议也于日前
同步召开。 （杨小荣 张 成）

省人民医院
开展我省首例成人供体儿童移植手术

日前，来自江西上高的 12岁少年小吴（化名）康复
出院了。据悉，小吴目前移植肾功能恢复良好。此次移
植手术，不仅是我省第一例成人供肾儿童移植，也是我
省第一例成人供体儿童移植，标志着省人民医院器官移
植工作取得新突破。据介绍，一年前小吴突然感觉乏
力、食欲减退。于是父母带着他到当地医院求医，被诊
断为先天性肾脏发育不全、尿毒症，有高血压脑病伴抽
搐病史。经过近一年的血透，母亲决定捐出右肾，挽救
被疾病折磨的儿子。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李新长团
队经过3个小时的手术，成功为这对母子开展亲属肾移
植，母亲捐献的右肾移植到儿子体内。 （罗昭淦）

省妇幼保健院
2017年唐氏综合征筛查突破十万例

2017年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唐氏综合征筛
查量突破十万例，创历史新高。近年来，省妇幼保健院
产前诊断中心不断拓展产前筛查网络，致力于全省出生
缺陷防控工作。目前，该中心产前筛查和诊断服务已涵
盖全省 80个市、县级及以下 200多家医院，并先后举办
了五届全省产前筛查和诊断新技术培训班，着力于产前
筛查和诊断技术规范化、人才和制度建设。随着全面两
孩政策的实施，医院孕产妇数量剧增，唐氏筛查检测更
是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仅2017年筛查量超过十万例，
其中阳性率近7%。 （游雪云）

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发起成立全省皮肤病专科联盟

日前，江西省皮肤病专科联盟成立。联盟首届理事
单位以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为主体，包括6所皮肤病
医院、10所皮防院（所）、5所综合医院（中医院、妇幼保
健院）皮肤科和 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据了解，江西
省皮肤病专科联盟是由省皮肤病专科医院主导组建，由
全省具备一定条件发展皮肤病专科事业的皮肤病医院
(皮防所）、综合性医院皮肤科、中医院皮肤科共同组成
的以诊疗各类皮肤病为主的非营利性、非法人的医疗联
盟。该联盟将促进医疗资源最大化利用，更好地解决基
层群众看病难问题。 （叶 杰）

南大口腔医（学）院
举办2018年元旦师生联欢晚会

日前，南大口腔医（学）院 2018年元旦师生联欢晚
会精彩上演。本次晚会节目内容丰富，有舞蹈、唱歌、小
品、朗诵等 6个参赛节目。此次晚会的表演节目，给师
生们更大展示自己才艺的空间。现场气氛热烈，掌声连
连。据悉，师生联欢元旦晚会是南大口腔医学院全体师
生共同参与的大型盛会，至今已举办30余次，已经成为
该院的文化视听盛宴。 （裴 婧）

南大三附院
“骨折”医生给患者打石膏

日前，南大三附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丁健左脚打
着石膏，在无影灯下站着为病人做手术的照片感动
了许多人。据了解，丁健因左脚骨折靠单腿站立，
在为患者进行右侧髋关节置换手术过程中，他始终
保持右脚站立、左脚轻轻点地的姿势，手术进行的
很顺利。 （张晶津 许 亮）

“学科强院”建设 系列报道

心血管疾病，极为凶险，对它的抗击是一场与死神赛跑
的博弈。在我省有一支这样的医疗团队，总能与时间赛跑中
占得先机，被广大患者称为“护心团队”，他们是——南大二
附院心内科的医务工作者。

如今，这个“护心团队”成为我省首个国家级“胸痛中心”
示范中心，并正在建设国家级“房颤中心”和“心衰中心”，以
及将来的“心脏康复中心”。无论患者在哪个时间段发病，他
们的值班电话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奋斗在血管疾病抢救
的第一线。

大医精诚
全省“护心佑民”的主阵地

2017年12月23日，星期六，南大二附院心内科三病区的
吴延庆、杨人强、姜醒华、徐劲松等教授们忙个不停。当天，
他们开展了 8台冠心病患者手术。中午 12时许，50岁的南
昌市民吴先生在家突发急性胸痛，喘不过气来，在 120救护
车的帮助下，吴先生被送往该院胸痛中心。医院启动绿色通
道，不经急诊，直接将吴先生送入心血管导管室，进行心脏介
入手术开通血管，前后不到40分钟时。最终，老吴被幸运地
从死神中拉了回来。

“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这么幸运，从患者发病到 120
救护车将其送至附近医院，从急诊科到心内科最后到导管室
接受PCI，整个过程耗时过长，易错过黄金抢救期。不少医
院还停留在传统的救治模式：院前急救、挂号、就诊、入院、心
内科接诊、转送导管室，手续繁杂、耗时甚多。”南大二附院院
长、胸痛中心主任程晓曙坦言，我国对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
现状并不理想。

为改变这一现状，从2003年开始，南大二附院在全国较
早，省内率先建立急性心肌梗死紧急救治绿色通道；早在
2014年，该院就成立了胸痛中心，先后投入 2000多万元，建
设独立的1000多平米的心脏导管室，配置了3套先进的心血
管介入设备，建立了全天候多个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急诊手术

人员梯队，可随时应对连续多发心梗患者紧急救治。
2016年 3月，经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办公室现场检查，南

大二附院胸痛中心达到国家胸痛中心标准，成为我省第一家
国家级胸痛中心。运行以来，医院急性心梗患者的死亡率较
之前有明显下降，由原来的 8%左右下降到 2%，达国内先进
水平。该院胸痛中心下一步将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进一步提升辐射能力，继续加强胸痛知识的健康宣教，加
强与120急救中心以及区域医疗机构的合作与指导，充分利
用“互联网+”智慧型医疗，建立全省急性胸痛的区域协同防
治体系。

工匠精神
多项新技术填补省内空白

近年来，南大二附院心血管内科团队在程晓曙院长、吴
清华副院长指导下，发挥工匠精神，不断开展新技术填补省
内空白，为疑难危重患者的诊治带来福音。

2016年 3月，在吴延庆主任带领下，杨人强、姜醒华、程
应樟等团队骨干成员，在该院兄弟科室大力支持下，在省内
率先开展了经皮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

74岁的患者老简是TAVI手术受益的第一人。因为严
重的胸闷气，老简入院前连自己穿衣服都喘得厉害，医院检
查后发现是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相当于“心门”打不开，只
有手术才能治疗这种疾病，但由于老简身体瘦弱，又合并多
种疾病，外科医生不敢为其开刀。为了解除患者的痛苦，挽
救其生命，“程晓曙团队”大胆为患者采用介入手术方法，进
行了我省首例TAVI手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患者1天后即
下地活动并逐步恢复正常日常生活。据悉，南大二附院心内
科也已常规开展严重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介入手术，且为我
省唯一一家开展此种手术的医院。

2016年 10月，南大二附院心内科洪葵教授领衔的专家
团队通力合作，对一例希氏束旁路所致室上速患者实施了省
内首例冷冻消融术并获得成功。另外，又成功实施了省内第

一例Rhythmia三维标测系统指导下的射频消融术。此两项
技术填补了我省在领域的空白，同时也是我国开展这两项技
术的十余家中心之一。此项技术在我国仅有十家左右中心
开展，其成功开展预示着该中心有能力完美解决几乎所有类
型的室上速的消融治疗。据了解，国内仅9家中心开展了此
项新技术，在我省的邻近省份，为除湖北武汉以外的第一家
中心。

济世良医
精心打造学科强院

打造好一个龙头学科，对医院的发展具有引领式效应。
南大二附院心内科（原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建
科于 1959 年，经过五十余年发现来，现已经成为江西省名
牌、国内颇具影响的学科。

如今的心内科蒸蒸日上、人才济济。心内科具有硕士学
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是江西省唯一一个心血管病专业的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教育部“长江学
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教育部心血管介入治疗
与器械研究工程中心、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卫计委介入
技术培训基地（冠心病、心律失常与器械植入及结构性心脏
病）及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同时还是省医学领先学科、省高校
重点学科。为江西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省心电生理与起
搏分会、省心电协会、省心律失常联盟、省医学遗传学会、省
遗传疾病及基因治疗研究所和南昌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挂
靠单位。学科地位总体在江西省内领先，国内先进水平，心
律失常的遗传学研究达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心内科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老专家和学术带头
人，如姚陆远、罗伟教授，更有一批年轻有为的中青年专家和
博士群体。他们中有卫生部、人事部突出贡献的专家，有省
内第一批的井冈学者，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有高校名师，有
卫生厅高层次人才。

@微话题

最近，“佛系”这个热词，占据整个
网络，这个词表达一种“有也行，没有也
行，不争不抢，不求输赢”的心态。随之
而 来 的 还 有“ 佛 系 青 年 ”“ 佛 系 生
活”……可还有一种佛系族，他们对身
边事物不闻不问，眼中只有手机，堪称

“佛系”低头族。
1月2日，网友“无心木偶”发帖说，

她老公就是“佛系”低头族，每天沉迷玩
手机，结果患上了颈椎病，现在颈肩酸
痛、头晕目眩，苦不堪言。

@“信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只要看手机”，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低头
族，现在我的头、颈、肩都异常疼痛，不知
道是不是患上了颈椎病。

@“33”：现在不少办公室上班族，
长期伏案工作，出现低头、侧身、歪头、
手拄脸、驼背等不良坐姿，下班后吃饭
也离不开手机，回家看电视习惯半躺在
沙发上，这样对颈椎的伤害很大，使颈
椎附近肌肉处于紧张状态，进而导致颈
椎的病变。

@ 林星镇（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康
复一科医生）：长期低头不仅会导致颈
椎周围软组织的损伤，潜移默化中也会
导致颈椎关节功能紊乱，从而发病。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是一种
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主
要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椎
间盘脱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脊髓、神
经根或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功能障
碍的临床综合征。

颈椎病的特点是反复发作，难以根
治。中医认为颈椎病发病的原因为久

坐耗气、劳损筋肉；或感受外邪；或年老体衰、肝
肾不足、筋骨失养；或扭挫损伤，气血瘀阻不通，
不通则痛，从而出现颈、肩、臂的疼痛、麻木、僵
硬。

颈椎病分为颈型，有头、颈、肩疼痛等异常感
觉，并伴有相应的压痛点。特征是颈部僵硬、不
舒服、疼痛，以及活动不灵活，这也是最常见的一
种类型。还有椎动脉型，病人的症状是偏头痛、
头晕，或者胸闷、胸痛。每次眩晕发作都和颈项
转动有关。甚至少数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病人
还有可能发生瘫痪。

预防颈椎病，首先要加强颈肩部肌肉的锻
炼，在工间或工余时，做头及双上肢的前屈、后伸
及旋转运动，既可缓解疲劳，又能使肌肉发达，韧
度增强，有利于增强颈段脊柱的稳定性，及颈肩
顺应颈部突然变化的能力。同时要及早治疗颈
肩、背软组织劳损，防止其发展为颈椎病。

最后，提醒“佛系”低头族们，不要任性地忽
视、伤害颈椎了，一些不良的生活、学习、工作习
惯不利于颈椎的健康，都应该及时改正，一旦身
体出现不适要多加留意，及时去医院就诊。

（吴舒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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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我和我的
血防同仁们一起牵手走过了 29 年的
血防旅程。蓦然回首，难忘那一路扑
面而来的滚滚风尘，难忘那一路艰难
跋踄的满身泥泞，更难忘那一路领我
前行的熟悉身影。

记得那是 1996年 7月上旬的一个
日子，当时我还是丰城市血地办主持
工作的副主任。湖塘乡政府来电报告
地处与新建区松湖镇插花接壤的廖家
村发现了钉螺。螺情就是敌情。我们
当即派出专业人员前往核查核实，确
认之后便立即向省血地办作了电话汇
报。为了尽快摸清螺情、控制疫情，省
寄研所的十几位专家们坚持老百姓一
起吃住在农家，我们奔波在长达 8 公
里的大港水系上下两头，在酷暑下每
天的行程不会少于 10公里。

在亲睹老专家们高昂的工作斗志
和顽强的工作作风，我对“老骥心红”
一语便有了一份更深的感触，也倍增
了一份由衷的敬佩。在上级专家的
精心指导下，我们迅速制订了大港螺
情疫情监测与疾病控制实施方案，省
血地办紧急启动了丰新血吸虫病联
防联控五年规划，紧接着一场规模在
3000 人以上的群众性查螺灭螺大会
战正式拉开了序幕……老专家们的

心血与汗水没有白流，这场为期五年
的“大联防促进大协作”的持久战卓
有成效，至今当地从未发现过血吸虫
感染病人和病畜，已连续 16年未查出
过残存钉螺。

在血防岗位上，最怕突发疫情。
2001年 8月的某一天，丰城市确诊了 1
名隍城镇田南小学三年级学生为急感
病人。该镇是 1985 年达到血吸虫病
消灭标准的乡镇，出现急感病人，疫情
特别重大。第二天一早，省寄研所便
派出陈红根、胡林生、辜小南等一行 8
人的专家组从省城出发直奔田村。

时值 8月中旬，正是酷暑季节，但
省研所的专家们仍冒着 39℃的酷暑
赶赴田南，现场指导灭螺大战。由于
所采取的防控措施科学及时，在当地
没有发生第二例急性感染病人或病
畜，以后几经反复多次的药物灭螺，
结合局部环境改造，到目前为止，这
一螺区已连续 13年没有查出钉螺。

在丰城的血防史上，荣塘镇是血
吸虫病非流行区。但在 2005 年 6 月
13 日，却确诊了该镇吉塘村一名初
中学生为急性血吸虫感染病人。在
个案调查中我们发现该患者从未到
达过血吸虫病流行区。经验告诉我
们，当地一定存有钉螺。第二天，我

们共组织 21 名专业人员赶赴吉塘
村，综合患者和家长提供的病人活动
轨迹和范围，在他常去捕鱼摸虾的

“晚田笼”，我们发现了钉螺。省寄
研所对丰城市荣塘镇发现钉螺高度
重视，时任所长陈红根亲自带队，李
东、林丹丹、宁安、陈年高、辜小南、
吕尚标、陈喆等专家学者赶赴疫区现
场，核查核实螺情，分头指导现场查
螺。为确保灭螺工作质量，7 月 23
日，省寄研所专家们再度返回到芗水
河灭螺工作现场，即便是中午室外温
度超 40℃，专家们靠着吃人丹、藿香
正气丸等防暑降温药物，坚持来回穿
梭于上下 7 公里长的灭螺战线，逐段
指导，严格把关。在连续奋战六七个
小时之后（下午四时许），辜小南被
人发现晕倒在一条小溪的河堤上，我
们才赶紧把他就近送到拖船卫生院
进行救治，幸运的是……

真情令人难忘，道德催人奋进。
每当翻开这些令人感动的记忆，我便
会想到省寄研所专家学者们对血防
事业的一往情深，薪火相传的优良作
风，是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痴
心无改的优秀品质，攻坚克难的斗
志，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希望，给了我
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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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螺中他倒在河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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