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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改变自己”
发帖说，他今年 27岁，前两
年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右
腿髌骨骨折，经手术后治
愈。去年拍片复查时，发现
髌骨上缘长了骨刺，虽然不
痛不痒，但却成了他的“心
头之刺”。最近，他的母亲
也因骨刺，出现右膝疼痛并
活动受限，行走后加重，甚
至跛行。他想询问下专家
骨刺到底该不该治疗？

@“低眉含笑”：骨刺到底
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好像
是骨头上长了根刺。

@“味道很苦”：我听说骨
刺多发生于 45岁及以上的
中年人或老年人，男性多于
女性，尤其以重体力劳动
者、有外伤史者、水湿作业

者、长时间伏案工作者、长期站立者发
病率最高。多发于颈椎、腰椎、膝部、
足跟等活动多、负重大的关节部位，初
期多为单发，后期可多发。

@张良（江西省人民医院骨二科
住院医师）：网友“改变自己”和他母
亲，都出现了长骨刺的情况，但一个是
不痛不痒，一个是出现疼痛甚至引起
跛行。这种情况都要区别对待。

骨刺的本质就是骨质增生，顾名
思义，就是在正常形态的骨头上长出
了多余的新骨，其生长在骨骼和关节
的边缘与末端，从X光平片上看，它们
的形状尖锐如刺。

骨刺是关节因为种种原因造成软
骨的磨损、破坏，并促成了骨头本身的
修补、硬化与增生，是一种自然的老化
现象。事实上，骨刺之所以叫骨刺，并
不是骨头真的长了刺，只是通过影像
学检查的时候，看上去像刺，它本身只
是一种赘生物。在人的一生中，骨刺
一定会随着身体的衰老、各处关节的
过度使用而诱发出现。

长骨刺既然不可避免，那为何有
的人长，有的人却没有呢？原来，促进
骨刺生长的原因主要有三种：长期姿
势不正确，以上班族和长期伏案的人
群尤甚；关节运动过度，尤见教师、工
人、重体力劳动者等人群，因为反复的
磨损，加快了骨刺的产生；还有就是肥
胖人群，由于体重超标加重了机体负
重关节的负荷，使得关节软骨过度受
损，诱发骨刺产生。

因为骨刺是伴随衰老的退行性疾
病，是自身的一种保护性措施，我们不
必过度担心。对于没有症状的骨刺，
可以不用治疗。但是，如果已经出现
了关节疼痛的情况，说明关节内部已
经有了炎症，骨刺已经对周围的组织，
特别是神经等产生了压迫、磨损。如
出现了关节疼痛和跛行的现象，应该
进行干预。此时，应该减少运动，换软
底鞋，尽量不做下楼、半蹲等动作，让
关节充分休息，同时做理疗和用适当
的活血、消炎镇痛药物（仅为无菌性炎
症，禁用抗菌素）治疗，疼痛就可能随
之缓解。如果这些保守治疗无效，则
需要考虑手术治疗了。

手术治疗通过消除对神经的压迫
或对关节软骨的磨损和韧带的磨损，
以达到减轻压迫，消除刺激的目的，还
能增进稳定，防止进行性损害。

（吴舒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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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 Kang 健康广广角

他任劳任怨，开展每一项技术研究总有
独到之处，把所有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血防
事业。他就是原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研究
员的吴福东。

“小伙子要好好干，医学检验工作看似容
易，做好却很难。需要记住的是，认真的态度
永远是第一位的......”回忆往事，颜萧无限感
慨。33年前，他第一天参加工作时，遇上了时
任研究室副所长的吴福东，他语重心长的一
席话，至今让他铭记在心。

吴福东出生于1936年，60年代毕业于江
西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他一直从事人体
寄生虫病防治研究工作，成为血吸虫病免疫
学诊断学科带头人。

“吴福东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领路
人，人生许多第一次都是他带领我的。”颜萧
说，1974年，他第一次出差就跟随吴福东一同
前往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区永修县吴城镇查治
血吸虫病。当时四面环水的吴城镇交通十分
不便，从南昌到吴城镇需要一大早到抚河桥

坐船，一百多公里的水路耗费了4个多小时。
到了吴城镇还得租船走水路才能达到工作地
点荷溪村。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在船上，吴福
东就对查病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出差期间，吴福东每天走家串户发放粪
检盒，为了提高检出率，他采用尼龙袋集卵孵
化法三送三检，每天上百份的粪便样本，工作
量特别大。“登记、取样、搅匀、过滤、水洗集卵、
装瓶孵化……”吴福东一边粪检，一边再三叮
嘱旁边的工作人员“血吸虫病确诊的金标准
就是粪检，马虎不得，技术不过关加上马虎了
事漏检的几率就大大增加，别小看这又臭又
脏的搞屎活，这是一门技术。”

观察毛蚴和挑取毛蚴镜检鉴别技术就是
吴福东传授给他的“功夫”，毛蚴的运动特点
和轨迹、毛蚴的挑取技巧等关键技术，都是第
一次出差粪检打下的基础。

形容自己的“领路人”吴福东的工作状
态，颜萧说了四个字--“认真、忘我”。

颜萧回忆，每年春末冬初是血吸虫病查治

的最佳季节，科研与防治相结合的课题工作。
每次工作需要将现场采集的血液样本带回到
实验室做间凝试验，几百份样本的抗原抗体反
应的混匀只能依赖于手工操作，对于他这样的
初学者来说，用手混匀总不得要领，但对于久
经实验磨炼的吴福东来说，有其独到之处：双
手张开抓住间凝反应板，利用手腕的力量，360
度顺时针和逆时针自由灵活地旋转，2～3分钟
的功夫得以充分混匀。混匀时不仅旋转自如，
而且旋转频率快，每分钟达100多次，简直就是
振荡混匀器的效果，因此，他获得了“妖手”的
赞誉。

吴福东常说：“医学工作者从事的是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马虎不得。”1986
年秋，省寄研所诊断室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
性患者，患者几年来食欲不振、腹泻、肝区隐
痛，去了大医院也看不好，平日有吃“鱼生
粥”和“醉虾”的经历。吴福东帮其检查后，确
诊为肝吸虫病，患者连服3日吡喹酮治疗后
得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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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儿童医疗联盟成立一周年
基层儿科医疗能力与水平得到提升

由省儿童医院牵头成立江西省儿童医疗联盟运行
一年来，联盟成员医院已发展到 19 家，联盟协作医院
53 家，联盟专家库首批学科带头人 61 位。一年来，联
盟组织开展了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班7场，参与巡讲的
医院 14 家，专家 50 余人次，进修培训 100 余人次。同
时，省儿童医院作为牵头单位，通过举办赣鄱儿科论
坛、网络云会议、挂职锻炼等方式，着力解决儿科医疗
资源紧张问题，积极帮扶市县基层医疗机构提升儿科
医疗能力与水平。一年来，先后派遣 10名专家对口支
援樟树市人民医院等6家市县医院，加强了与基层医疗
机构的联系。 （黄 燕）

南大口腔医院
开展根管显微镜规范操作培训

日前，南大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为全科医务人
员、研究生及轮科的本科生开展橡皮障和根管显微
镜的操作培训。为了规范根管治疗及树脂充填的操
作流程，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培训课上从橡皮障的
分区、打孔开始讲解，并现场演示橡皮障和根管显微镜
操作的全过程，在关键点上给大家特别提示，耐心地回
答大家平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通过培训，预
防科全体医务人员对橡皮障和根管显微镜的使用有了
全新的认识。 （钟建平）

省胸科医院
举办隐球菌病防治区域研讨会

日前，江西省胸科医院举办了“江西省隐球菌病防
治区域研讨会”，这是该院签约院士工作站以来的第一
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神经内科、皮肤科、感染科、
呼吸病学科、检验科专家共50余人。

随着院士工作站项目的实施，江西浅部和深部真菌
病感染的防治迎来了新起点，真菌病防治将不断完善工
作机制，在工作站的指导与帮助下将新技术、新知识运
用到实际的诊疗与科研工作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不
断提高科研能力，完成提高患者生存率，降低致残、致死
率的新使命。 (方育霞）

南昌市
2017年4万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2017年，南昌市共有 4.1万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献血量逾13吨，较去年同比增长7.3%；机采血小板2069
个治疗单位，同比增长6.04%。

据了解，南昌市中心血站在各献血点建立了献血者
微信群和志愿者服务微信群，壮大了献血者队伍，血液
安全、需求得到保障。同时，该站继续深入开展团体献
血招募工作，提前走访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社会
团体，以科普讲座等形式不断开发新的团体献血单位，
共有 20所高校、168家单位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献血量
达481万余毫升，占全年献血的37.5%。 （王小红）

江西省乳腺专科联盟远程会诊平台
在线教育功能试运成功

近日，江西省乳腺专科联盟远程会诊平台——在线
教育功能成功上线试运行。该平台是由南昌市第三医
院牵头主办的公益性项目，旨在提高基层医生专业规范
化诊疗能力，传递规范化诊疗适宜技术和学术科研前沿
信息。

“远程会诊平台”通过在线音、视频互动，将会诊患
者的电子病历、检查检验报告、心电数据、影像片等信
息实时传输给上级专家，进行在线指导，提供后续治疗
方案。而此平台中的在线教育功能是通过线上讲学、
远程咨询、在线提问、常见病治疗示教等方式，实现上
级医生对基层医生对口帮扶，加强基层医生的继续教
育与专业培训，全面提高基层医疗队伍的专业技术水
平和医疗技能。 (徐 瑾)

家庭医生
患者的守护神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只要居民一个电话，
就会提供上门服务，他们就是西湖区的家庭医生。闵志
华是南昌市西湖区朝阳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中的一员，
除了在卫生院为患者治病，他还每天主动到患者家中，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王 旭 孟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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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健康 点点视视

本报讯（记者钟金平 通讯员
徐华）日前，由省妇幼保健院牵
头成立的江西省妇产科医院（妇
幼保健院）联盟成立大会在南昌
举行。省内 75家市、县、区妇幼
保健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单
位。

据了解，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后，我省县（区）及农村孕产妇
及新生儿死亡率明显高于大城
市。我省仍存在优质医疗资源
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
均衡，基层人才缺乏短板待补
齐。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妇产科医院（妇幼保健院）
联盟形式，可以均衡我省区域间
妇幼保健医疗发展水平，有针对
性地解决妇产科领域医疗和学
科建设发展问题，提升基层医院
妇产科专业诊疗水平和妇幼健
康服务能力，逐步实现分级诊疗
模式。

我省妇产科医院（妇幼保健
院）联盟的成立，一方面在省内
不同地域和不同医院间，以专科

协作为纽带，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搭建广
泛交流的合作平台，通过定期组织病历讨
论、手术带教、远程学术活动、远程诊疗指
导、共享优质资源等形式，使先进医疗信息
在平台内高效流动，规范和推广妇产科疾
病诊治和服务模式，提升联盟成员整体医
疗和科研能力水平。另一方面，联盟通过
集结全省不同层级医院的力量与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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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贯通互动，网络
式快速联系，让优质的医疗资源、一流的医
疗服务下沉到基层，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
实现上下级医疗机构顺畅对接，为患者提
供安全、方便、有效、优质的妇幼医疗保健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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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至上 ●
打造服务暖心的百姓医院

南大二附院一直以来秉承“崇德佑民”的院训，一切以患
者为中心，致力于打造技术放心、服务暖心的百姓医院。该
院从患者就医体验出发，通过优化门诊功能布局，完善便民
服务措施等有效举措，注重营造温馨的氛围和环境，于细微
处提供更多的便民措施。该院设置多功能一站式便民服务
中心，向患者提供导医咨询、小件物品寄存、代寄化验报告单
等。同时，针对大医院排队挂号、检查等待时间长、流程烦琐
复杂等实际情况对症下药，该院在全省率先进行“智能化医
院”建设，依托信息化平台，对门诊流程进行优化，实现了微
信预约挂号、微信支付、自助胶片打印、就医数据云服务等一
系列“智能化医院”服务，改善患者排队等候时间长、就诊无
序状况。

● 质量为本 ●
多措并举严抓医疗质量保安全

在医疗质量管理方面，南大二附院将医疗质量作为医院
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南大二附院院长程晓曙说：“没有了医
疗质量的保障,病人安全就如同无源之水。近年来，我院通过
完善资格分级授权管理制度、推进日间手术模式、设立多种疾

病的多学科门诊来持续改进医疗质量,促进医疗工作实现规
范化、科学化、常态化。”

在科研方面，2017年医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2项、经
费 2127.6万元，位居全省第一，创江西省医院最高记录；2016
年度科学技术奖名单中，南大二附院荣获 8项江西省科技奖，
是江西省医疗卫生单位获奖最多单位，获奖数占省内医疗卫
生领域总数的一半，迄今为止，江西省医疗行业两项自然科学
一等奖均为南大二附院。

● 文化引领 ●
传承崇德佑民精神铸就品牌力量

在医院文化建设方面，亮点频现。南大二附院在全省率
先建成首个医院文化广场，将医院文化固化展现；医院宣传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斩获中国医院互联网影响力十强（全国第
四）、优秀医院宣传平台等 11项国家级重量大奖；典型人物层
出不穷，国内不少主流媒体持续报道医院，展现了医务人员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创新性地实施科室文化墙建
设，加强医院人文关怀，该案例也曾在全国医院擂台赛中夺得
十大价值案例奖，取得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荣誉称号。

近年来，医院发展迈入了黄金期，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提升
创造了“二附院速度”。医院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百佳单位”“全国医院改革创新
奖”“全国创新服务示范医院”等荣誉称号。

托起百姓的健康梦
——南大二附院入选“2017中国医院百强院”的背后

□ 杨君琴

日前，由北京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国内十余家主流媒体共同举办的《2017中国医院百强
院》在北京发布，我省的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下称南大二附院）位列其中。

据了解，该评选历时半年，针对国内1000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采用国际通用“声誉及地位”“医
德”“医术”“设备及环境”“医院管理水平”“患者满意度”六项评价指标，经由传播平台搭建，调研名
单确认、数据取得、媒体测评、学校邀请、专家意见等多个环节进行全面考核评价，最终 100家有品
牌、有实力的医疗机构入选2017中国医院百强院。2017中国医院百强院所发布的名单按省份推出，
不进行排名，省份按音序排列。

近年来，南大二附院全面发展，在群众就医改善、医疗质量管理、科研技术创新、医院文化建设、
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不错成绩。

无偿献血 情暖冬日
1月20日上午，南大一附院会议中心临时献血室里热血沸腾。为

确保全省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南大一附院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号
召，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当天，该院共有475位干部职工参与献血，总献血量达99200毫
升。殷殷热血流淌着无私大爱，为寒冬带来了温暖。

（唐光波 叶 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