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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日报特刊部重磅打造

今年以来，江西省胸科医院扎实开展“人民至高无上，患
者是我亲友”主题活动，以患者为中心，倡导人文关怀，不断改
善医疗环境，优化医疗流程，提高服务质量，让患者享受优质
的医疗服务，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 改进就医流程让患者舒心

省胸科医院的门诊大厅并不大，但里面就诊秩序井然，令
人感到温馨舒适。“现在看病比以前方便多了，既可以在网上预
约，也可以直接向医生进行诊间预约。就算是在早高峰时段，
一般也可以在15分钟内挂上号。”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刘某说。

据介绍，为了避免病人排长队，节约病人就诊时间，省胸
科医院整合了医保窗口及收费挂号窗口，省去了以往有医保
的病人在两个窗口来回跑的麻烦。同时，收费挂号窗口由原
来 3 个增加到现在的 5 个，在早高峰时，挂号窗口的医务人员
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及时分流病人。此外，身披“玉兰志愿
者”标志的导诊护士不时地在门诊及诊室间巡回服务，引导患
者就诊，指导患者使用自动查询及打印报告机，成为主动给病
患答疑解惑的“流动窗口”。

“动动手指并关注绑定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即可看到医院
介绍、专家信息、费用缴纳、就诊信息、科普内容等，门诊和病
房的自助机也可以自行查询、打印就诊报告，医院大厅有清晰

的窗标、墙标、地标……”该院门诊部护士长雷淑琴介绍，医院
完善设施和精心设计，目的就是为了让患者少跑腿，轻松就
诊。自从就诊流程改进后，患者就医更便捷。

◎ 提升医疗品质让患者放心

2月25日清晨，一位气管狭窄的患者突然呼吸困难、无法
平卧，随之出现意识模糊，口腔内的分泌物有堵塞气管导致窒
息的可能，患者命悬一线，解除气道梗阻分秒必争。省胸科医
院副院长陈中书立即组织多学科讨论，精心完善治疗方案，介
入治疗小组果断地在患者气管狭窄处放置特制的支架并吸出
大量浓痰，患者呼吸道立即通畅，呼吸困难症状明显缓解。

精益求精，永攀高峰。近年来，省胸科医院呼吸内镜团队
不断引进并开展介入新技术，开创了全省硬质气管镜治疗的
先河，成功救治数百例复杂气道重症患者，得到业内人士的认
可和广大患者的好评，许多患者纷纷送来锦旗和感谢信。为
此，呼吸内镜团队也被授予我省唯一一家“中国医师协会呼吸
内镜医师培训基地”。同时，省胸科医院作为胸部疾病专科医
院，经常会接到各种大咯血的病人。为了更好地救治大咯血
患者，该院还专门组建了由呼吸气道介入团队、胸外科、肺血
管介入科、麻醉科和重症医学科（lCU）等多学科精准医疗救治
体系，有效地保障大咯血患者的生命安全。

为了造福更多基层患者，该院还牵头组建了江西省结核
病专科联盟，加入了上海市肺科联盟、北京结核病创新联盟、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专科医联体，并开展了下基层巡讲、义诊等
活动，加强医院管理、专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与交
流，不断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共享优质医疗成果，让老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 改善护理服务让患者安心

患者至上，一切以患者为中心。近年来，省胸科医院始终
坚持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该院护理部负责人说，“高效、安全、
规范”是医院一直强调的护理服务要求。

为了改善医疗服务，该院经常开展护士操作技能培训、护
理文书评比、完善和细化服务规范及流程、加强护理督查和考
核，对护理的每一项操作、每一个流程都有规范和要求，极大地
提升了护理管理水平及服务水平，护士整体素质有了极大的提
高。据了解，由于护理服务不断改善，该院患者满意度近三年
一直保持在94%至98%，这让患者感到极大的安心。

“‘抓质量、精专科、强技术、重医德’是我们的办院宗旨。”
省胸科医院院长许斌表示，今后，该院将不断提升医疗质量水
平，改善医疗服务，在学科建设、人才成长、技术提升、行风建
设上下功夫，为更多患者带来健康和希望。

以人为本 患者满意
——江西省胸科医院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侧记

□ 吴舒琴 方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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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日前，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新建区中医院共
建医联体签约揭牌。此次共建医联体揭牌标志
着两院合作步入规范化、常态化的新阶段，有利
于落实医改政策，优化资源配置。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将积极推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远程医疗
等方面的合作，通过派驻知名专家出诊、查房、手
术、讲座等形式，带动市内上下级医院间医疗技
术、管理水平的交流与提升；同时还能实现医疗
资源共享，检查结果互认，建立检查、转诊绿色通
道，做到医院互动、医生互动、技术互动，让新建
区群众在家门口便能享受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
服务。 （龙建新）

南大附属口腔医院
举办儿童公益活动

日前，南大附属口腔医院举办一年一次的儿
童公益活动——为孩子们免费做牙齿窝沟封闭
和涂氟防龋，这是该院第四次开展此项活动。在
活动现场，该院开展了口腔健康讲堂和口腔健康
检查，护士们用教学牙模教孩子们如何正确刷牙
和使用牙线，并耐心地回答孩子和家长咨询的各
类口腔问题，为大家普及口腔健康知识。此外，
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们为80余位儿童做了96颗牙
齿的窝沟封闭，在仔细检查完孩子的口腔后，将
信息及时反馈给家长，希望家长共护孩子的口腔
健康。 （刘蕴琪）

南昌市第一医院
牵头成立糖尿病专科医联体

6月10日，由南昌市第一医院牵头组织的江
西省糖尿病专科医联体成立。该联盟为江西省
首个糖尿病专科医联体，80 多家医院加入该医
联体。据了解，我国糖尿病管理形势十分严峻，
患病率高达 11.6%。作为江西省糖尿病专科联
盟的牵头单位——南昌市第一医院将带领联盟
成员单位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服
务，切实方便患者就医，减轻患者负担，为广大患
者增添健康福祉。该院院长黄国富介绍，江西省
糖尿病专科医联体的成立，将有助于推动省内内
分泌糖尿病学科建设和发展，整合全省内分泌糖
尿病优质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
水平，为患者创建更加科学精准、专业规范、高效
便捷、优质优惠的诊疗环境提供平台。（张晶津）

“章金媛葆灵基金”设立
费用全部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6月 9 日，“章金媛葆灵基金”在南昌设立。
据了解，“章金媛葆灵基金”将全部用于“章金媛
护理奖”表彰及社会公益事业，以表彰在护理临
床、管理、教育等领域中表现优异、有突出贡献
的护理人员。该基金设立的“章金媛护理奖”，
每年利用“护士节”时机，评选表彰一批在护理
事业中表现突出、成绩卓著的护理工作者，传承
章金媛精神，推动护理事业的发展。 （刘兰萍）

全国“人气家庭医生”榜单揭晓
南昌一医生获此殊荣

日前，在“第八期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论坛暨 2018 年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活动”
中，南昌市医学科学研究所京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副主任、家庭医生熊春荣被授予全国“人
气家庭医生”称号。据悉，“人气家庭医生”评
选活动由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在全国范围内举
办，45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全科医生获评“人气
家庭医生”。 （潘 洁）

靖安县人民医院
开展突发事故应急演练

近日，为进一步增强医护人员应对突发事
件的应急能力，靖安县人民医院急诊科结合“人
民至高无上，患者是我亲友”主题活动，开展了
在洗胃过程中洗胃机突发故障应急演练。此次
医护联合演练，采取情景模拟形式，各司其职，
有条不紊。通过此次演练，使医护人员进一步
熟知出现类似意外事件的应对预案，提高了急
诊队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保证了病人的安
全。扮演患者及家属的参演人员纷纷表示，通
过演练能亲身体验到意外事件发生时患者及家
属的心情，为今后更好地服务患者打下良好的
基础。 （邹素红 贾 芸）

“人民至高无上，患者是我亲友”系列报道

日前，网友“风起”
发微信朋友圈说，临近
中考，他儿子情绪不稳
定，特别紧张焦虑，他想
知道，父母该如何帮助
孩 子 度 过 这 个 特 殊 时
期？

@“一杯清茶”：我
女儿今年也参加中考，
看着孩子紧张，我也跟
着紧张，不知如何是好？

@“别样心绪”：我
觉得家长也要保持好心
态，尽力做好后勤保障，
给孩子营造一个温馨的
学习和休息环境。

@卢和丽（南大二附
院心身医学科主治医
师）：作为家长，一定要
让孩子坦然面对中考，
就当成是一场平常的考
试，以最佳心态迎接它，
这样才能让孩子减轻压
力，考出理想成绩。

中考临近，备考的
孩 子 应 保 持 充 足 的 睡
眠，最好不要熬夜，保持
精力充沛和头脑清醒，
每天睡觉前 20分钟最好
做腹式深呼吸。考试前

几天要按照考试时间主动调整作息
时间。考试当天，中午小憩片刻，时
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为宜。

特殊时期，保证考生营养极为
重要。千万不要让孩子尝试平时未
吃过的食物，以防过敏，要多吃新鲜
蔬菜和水果，适量补充鱼虾、牛肉、
瘦肉、鸡蛋、牛奶、豆类等优质蛋白
质，食量要适当。同时，家长要叮嘱
孩子考前多喝水，保证每日 1500 至
2000ml摄入量，最好是白开水，充足
的水分能够确保考生血液循环顺
畅，及时供应大脑工作所需的氧，切
忌以喝饮料代替喝水。

调整好考前心态，学会自我放
松。考前放松包括坐姿，姿势可以
随意，以舒服为宜；紧握双拳，全身
肌肉绷紧，然后再放松，体验从紧张
到放松的主观感觉；可做放松训练，
从前臂开始，依次放松面部、颈、肩、
背、胸腹、四肢，每次10至20分钟；作
为家长，还要鼓励孩子多运动，因为
体育活动可增强神经系统功能，提
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灵活性，增加
深睡眠，增加记忆蛋白合成，提高学
习效率，以最佳状态迎接中考。

如果考生出现明显的失眠、头
疼、焦虑、注意力不能集中的情况，
家长要引起重视，必要时可进行心
理治疗，如系统脱敏、放松训练等。
也可适当服用心得安、阿普唑伦等
药物治疗。

最后，提醒各位考生，在考试过
程中，遇到“记忆堵塞”时，首先要保
持冷静，做深呼吸，然后再回忆，并
从中筛选有用的东西。

（吴舒琴 姜红辉/文）

科
学
备
考

专
家
教
你
小
妙
招

日前，江西省人民医院与吉水县人民医院
相对紧密型医联体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吉水县
人民医院举行，省人民医院、吉水县政府、吉水
县卫计委、吉水县人民医院有关人士参加了签
约暨揭牌仪式。

省人民医院院长李秋根介绍，今后省人民
医院将和吉水县人民医院一道探索更加紧密
的医联体合作路径，适应公立医院改革的要
求。一是进一步细化完善紧密型医联体医院
建设实施方案，注重实现“双赢”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建立规范有序的分级诊疗制度，为专业
人才提供展示能力的平台。二是创新医联体
措施和方法，采取更有效措施和形式往紧密型
医联体建设方向发展，巩固目前好的经验和做
法，结合实际情况，帮助吉水县人民医院在各
个方面提升医疗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综合竞
争力。

揭牌结束后，省人民医院有关专家在吉水
县人民医院开展了《医联体建设的思考》《冠脉
CTO前向开通技术》《中国基层医院COPD状

况》三场学术讲座，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吉水县
人民医院及县直医疗单位、乡镇卫生院的医护
人员约 300余人参与，不少医护人员表示受益
匪浅。

此次医联体签约是省人民医院与吉水县
人民医院落实分级诊疗、加强医联体建设、让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提升吉
水县人民医院整体业务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
促进作用，为组建省医相对紧密型医联体医院
奠定了基础。 （罗昭淦）

为落实“人民至高无上，患者是我亲友”
主题活动，日前，南大一附院邀请党的十九
大代表、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麻防科科
长、康复中心主任徐根保来院作先进事迹报
告。全院班组以上干部、支部委员、党小组
组长、机关后勤工作人员等近 400 人参加活
动。

毕业于江西医学院的徐根保从医 31 年，
一直坚守在麻风病防治的一线，他摸索出一
套治疗麻风病的方法，还总结出中西医结合

治疗麻风反应的方法。他于 2005 年获得马
海德奖，2012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多次被评为江西
省、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2017 年被评为全
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好医生，
并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报告会播放的电视片《苍生大医有大
爱》，真切展现了麻风病患者承受的巨大痛
苦，记录了徐根保一心服务患者并为他们治
愈身心的过程。朴实的话语、真诚的笑容，

徐根保以自己的真心为患者服务，用自己 30
多年的职业生涯书写着一名普通基层医生
的大爱。接着，徐根保以《我的初心故事》为
题，分享了他走上麻风病防治并一生坚守的
心路历程。他说：“回顾自己 30 多年的职业
生涯，支撑我一直从事麻防工作的力量，就
是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对病人的责任心。”
听完报告会后，许多党员医生表示要向徐根
保学习，尽心尽责，精益求精，无私奉献。

（叶 萌）

南大一附院邀请“中国好医生”徐根保作报告

日前，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为打造有温度
有情怀的医院，推出全面改善服务态度 10 项
重点措施，推动“人民至高无上，患者是我亲
友”主题活动落地生效。

据了解，这 10 项重点措施主要包括:组织
“红色家书”诵读会、举办“假如我是患者”演
讲比赛和人文服务规范培训、开展“暖心服
务季”“百日无投诉”活动、评选“微笑服务之
星”“暖医”“暖护”“十佳感动人物和十佳感

动事迹”、探索医务社工制度和推进志愿服
务长效化。该院通过思想教育、选树优质
服务典型、健全医学人文关怀机制，引导干
部职工树立为民服务意识，全面改善服务
态度，努力为患者和孕产妇提供环境温馨、
流程便捷、服务温情、感受温暖的医疗保健
服务。

同时，该院党委号召全院各科室和干部
职工积极行动起来，凝聚合力，正本清源，以

问题为导向，对标新一轮改善医疗服务重点
工作，从医疗安全、服务态度、就医流程、就
医环境、合理诊疗等方面入手，深入查找群
众就医过程中不舒心、不满意、不方便的环
节，每个科室至少提出 1 条改进服务的暖心
举措，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门难进、话难听、
事难办”等作风问题，助力医院服务质量进
一步改善，社会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形象进
一步优化。 （徐 华）

省妇幼保健院推出改善服务态度10项措施

省人民医院与吉水县人民医院结成相对紧密型医联体

健步行走
节能降耗

每年6月11日至17日是全国
节能宣传周，今年活动主题是“节
能降耗，保卫蓝天”。为提高职工
的节能环保意识，日前，省儿童医
院组织百余名职工在南昌艾溪湖
湿地公园举行了 5公里的健步行
活动。 （刘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