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 年，南昌市洪都中医院率先在全

省实行骨伤专业二级分科，手外科就是 10
个亚专业学科之一。15 年来，该院手外科

先后引进显微皮瓣技术、神经血管显微修

复技术、软组织动力与平衡重建技术等一

系列先进骨伤技术并成熟运用，不断突破

骨科诊疗技术“宝典”，不余遗力为患者接

筋续骨。

紧跟现代骨科技术前沿

手外科以显微技术为支撑，通过在显微
镜下手术，专业治疗各种伴有神经血管损伤
疾病，手术过程非常精细。所以，医生娴熟
的手术技巧尤为重要。为提升医生业务能
力，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手外科每周都要组织
医生在显微镜下进行血管、神经的缝合练
习，一根根纤细的血管神经在他们眼里是患
者离断肢体存亡的希望。

“患者选择我们，我们就要为患者负
责。”这是手外科医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目前，该院手外科医师均先后在全国

知名三甲医院手外科进修学习一年以上，
手外科团队综合素质高、专业技术强。

近年来，该院手外科紧跟现代骨科技
术前沿，结合本专业病种特点，积极引进和
开展各类新技术 20 余项，如皮瓣技术、神经
血管修复技术、骨搬运、膜诱导技术、桡骨
骨膜瓣转位技术、马蹄足矫形技术等微创
技术。其中以手和足部复合创伤的治疗、
骨搬运、手部先天性畸形矫形、神经损伤修
复、手和足部功能重建技术为特色，目前这
类手术技术处于全省领先水平。

治愈疑难患者500余例

“感谢冷主任保全了我的左下肢。”新
余市民詹先生介绍说，自己因为慢性骨髓
炎在省级三甲医院住院治疗两月余，历经
8 次手术后，在骨髓炎的基础上并发了皮

肤坏死、皮肤缺损和骨缺损等新问题，面临
截肢。

詹先生不愿拄拐度过余生，他辗转打听
后，来到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手外科求医。入
院后，经手外科主任冷元曦认真研究，决定
采用坏死骨段截除、腓骨短缩、皮瓣转位等
多项新技术，将詹先生至少要 3 次手术才能
治愈的疑难疾病，在一次手术中解决。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手外科已成功救治
数以百计的骨科复合伤患者。截至目前，
手外科团队运用多项领先的新技术，成功
治愈四肢疑难患者 500 余例。

行医路上施仁义之术

说起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手外科专家团
队的技术，德兴市的黄先生深有体会：他 9

岁的儿子因术后并发了骨筋膜室综合征，
导致右前臂严重缺血性肌肉挛缩、右腕及
手指关节僵硬，右手严重畸形，几乎完全丧
失功能。黄先生一家曾先后带儿子前往上
海、杭州等地求治均不见效。幸运的是，黄
先生的儿子遇到了冷元曦。

在医院康复治疗期间，冷元曦为患儿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方法，每天前
往病房指导家属及患儿进行康复锻炼，先
后教会了患儿及家长 20 多个训练方法。经
过 4 个月的康复训练后，患儿曾经僵硬的手
指终于活动自如，他再也不会害羞地将患
肢藏于身后……

这样的温情案例在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手外科并不鲜见，医生办公室墙上挂满了
患者送来的锦旗，足以见证洪都中医院手
外科实力。 （丁艳婷）

接筋续骨见情深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手外科团队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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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胸科医院
成功入选NDIP扩展项目实施单位

日前，在全国结核病院长论坛上，省胸科医院
成功入选“抗结核新药引入和保护机制（NDIP）”扩
展项目实施单位，这是目前江西省首家进入该项目
的医院，将为我省耐多药结核治疗带来新希望。据
悉，我国是全球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高负担国
家，耐多药结核病治疗难度大、费用高、成功率低。
该院将以此项目为契机，扩展贝达喹啉及其他抗结
核药物的的规范使用，防止过早产生耐药，进一步
提升我省耐多药结核的防治水平。 （彭亦平）

南昌市第一医院
获批“骨科学重点实验室”

日前，南昌市第一医院获批“南昌市骨科学重
点实验室”，实现了该院骨科首个重点实验室零的
突破，也是 2018年度南昌市卫计系统唯一获得批
准组建重点实验室的单位。据了解，该院骨科开
放床位120张，成立脊柱外科，关节外科，创伤外科
等3个亚专业专科，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承担了南昌大学医学院骨科学硕士
研究生培养工作及临床本科教学任务。 （罗 星）

南昌市第三医院
网络研讨乳腺诊疗技术

日前，南昌市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在院内顺利
连线完成了由江西省、福建省、辽宁省等多省加
盟的乳腺癌网络会议。各省专家通过网络平台，
根据最新 ASCO 与 CSCO 乳腺癌诊疗指南，分享
了晚期乳腺肿瘤诊治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方向。
当天，来自福建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南昌市第
三医院肿瘤内科、辽宁省人民医院肿瘤科的专家
分别授课并分享了病例。网络研讨不仅有利于
学习乳腺癌规范化诊治以及新的临床经验，还拓
展了视野，更有利于推动多省乳腺肿瘤防治事业
共同发展。 （雷 婉）

南昌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实现计生特殊家庭签约全覆盖

从今年8月起，南昌市医学科学研究所京山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深入 16 个社
区，开展了上门入户集中签约活动。截至目前，累
计签约21000余人。据了解，该中心家庭医生团队
深入 60多个小区居民家中进行签约，为居民们建
立健康档案、评估危险因素、进行家庭诊断、实施
健康干预，3个月集中签约16000多人，其中重点人
群近9000人，贫困人口签约130余人，实现计生特
殊家庭签约全覆盖。 （潘 洁）

省中医院
开展首例家族性息肉病外科治疗

11月 19日，省中医院肛肠科成功开展首例家
族性息肉病的外科治疗，完成腹腔镜下全结肠切
除术+回肠直肠吻合术。

家族性息肉病，又称家族性腺瘤样息肉病（fa⁃
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FAP）是一种常染色
体显性遗传性疾病，表现为整个结直肠布满大小
不一的腺瘤，息肉数目通常可达 1000个左右。该
病 40 岁时癌变率高达 75%，50 岁以后几乎全部恶
变，手术是治疗该病的主要手段。

此项手术切除范围广，难度系数高。该院成
功完成了首例腹腔镜下全结肠切除术+回肠直肠
吻合术，实现了肛肠科在结肠手术领域零的突破，
这标志着该院肛肠科手术技术又上了一个新台
阶，同时也标志着肛肠科开始由传统的肛肠（痔
漏）科向更加全面的结直肠肛门外科转型，为广大
肛肠患者带来了福音。 （肖慧荣）

健康视点

日前，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成功为一名出生
仅36小时的溶血症患儿实施了经外周动静脉同步
换血术。据悉，这项技术是在该院首次开展。

据介绍，患儿为 35周早产儿，母亲O型血，新
生儿 B 型血，出生后没几小时便出现了皮肤黄
染，进行性加重，出生后 24 小时查总胆红素
304.9umol/L，血红蛋白 94g/L，溶血试验阳性，血
色素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已经出现了贫血，诊断
为新生儿 ABO 血型不合性溶血症。该患儿病情
发展迅速，如不及时干预容易发生胆红素脑病，
甚至危及生命。该院儿科负责人孙乐科紧急实
施换血术。

“由于新生儿的动脉血管非常细小，置管十分
困难。另外，手术中还要特别防止新生儿出现心
衰、呼吸衰竭、低血糖、全身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DIC）等凶险并发症。”专家介绍，新生儿纤细的
血管要求换血过程中出入量平衡，最高速度高达
300ml/h，血管的选择是护理上一个巨大挑战。

在换血治疗中，医护人员反复计算并核对输
血量、输血速度。经过 3个多小时紧张忙碌，换血
治疗顺利完成，成功输入和输出各420ml血液。术
后，复查患儿血清胆红素降至 177.1umol/L，血红
蛋白升至 144g/L，患儿体内针对红细胞的抗体大
多被清除，黄疸指数逐渐下降至安全范围，各项生
命体征稳定，目前顺利出院。

作为新生儿重症监护中重要的抢救技术之
一，新生儿换血术可及时移去抗体、致敏或有缺
陷的红细胞，减轻溶血，降低血清胆红素水平，
防止胆红素脑病，同时可纠正贫血，防止心力衰
竭，亦可换出致病菌及毒素。目前，新生儿换血
技术是治疗高胆红素血症最迅速的方法，对严
重黄疸患儿，尤其是 ABO 系统溶血、RH 系统溶
血病，能够迅速退黄、阻断溶血、降低核黄疸的
发生率、减少后遗症的发生。专家提醒家长，为
避免新生儿溶血症，可通过孕前、产前检查和治
疗进行干预。 （黄亦涵 吴舒琴）

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阻肺”，也就是
人们常说的“老慢支”和“肺气肿”。11 月 21
日是第 17个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病日，主题是

“治疗从来都不早，治疗从来都不晚，现在就
是治疗气道疾病的最佳时机”。

专家提醒，慢阻肺具有不完全可逆，发病
率很高，容易致残、致死等特点。早期的咳、
痰、喘症状易被患者忽视，冬季是该疾病的高
发季节。为提高慢阻肺早期诊断率，患有咳
嗽伴多痰、或有危险因素接触史者，应及时进
行肺功能检查，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老烟民患慢阻肺风险大

“近几个月来，我咳嗽、咳痰特别厉害，尤
其是在早上，现在稍微活动一下就会胸闷难
受。”今年 62 岁的老烟民王平（化名）半年前
因胸闷气短到南大二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就诊，该科主任医师杨青通过接诊发
现，患者的呼吸音特别弱，经过胸片、肺功能
等检查，显示王平的肺功能呈重度阻塞型通
气功能障碍。经半年治疗，目前王平胸闷情
况有好转，可以爬上五楼了。

“像王平这样咳嗽、咳痰连续几个月以上
的患者，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测，确
定是否患上慢阻肺。”杨青介绍，慢阻肺患者
多有明确的有害气体及有害颗粒的接触史，
如长期吸烟者、矿山务工人员（粉尘接触）、农
村女性（长期烧柴）、受化学物质刺激等人群，
这些人群患慢阻肺的风险会增大，初期症状
表现为慢性咳嗽、咳痰等，但也会伴有其他临
床症状，直到晚期才出现活动后气喘、呼吸困
难。很多年轻人觉得慢阻肺是老年病，其实
不然。如果常年吸烟或吸二手烟，或者长期
出现慢性咳嗽、咳痰等症状的人群，也需有所
警惕。

“慢阻肺就像一把藏在身体里的‘慢刀子’，
具有高致病、高致残、高致死等特点。”杨青说，
慢阻肺会引起全身的症状，如骨骼肌萎缩、骨
质疏松、缺血性心脏病、营养不良等，造成活动
能力丧失，引起焦虑、抑郁等，在慢阻肺晚期
出现的肺动脉高压是重要的心血管并发症，
与肺心病的形成有关。如果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治疗，患者不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还
可能因呼吸衰竭而危及生命。慢阻肺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均很高，目前全球约有 3.84 亿

人患病，患病率 11.7%。

规范用药可降低死亡风险

现实生活中，有近一半的患者不知道
自己患有慢阻肺。因为这种疾病可在没有
明 显 不 适 的 情 况 下 发 病 ，尤 其 在 早 期 阶
段。当患者出现气促、呼吸困难等明显症
状时已是中晚期。“有些病人虽然没有症
状，但肺功能检查却可以反应出其气道阻
塞的情况，表明疾病的早期存在。”据悉，检
查肺功能的仪器有一个特殊的口嘴，受检
者只需对着口嘴用力吸气，再用最大的力
量、最快的速度呼气，检查就算完成。医生
便会根据肺功能仪上显示的第一秒用力肺
活量、用力肺活量这两个指标，判定受检者
肺部有无气流受限。

慢阻肺是可防可控的。据调查，吸烟可
使成人慢阻肺的发病率增加 10%—43%。因
此，戒烟是预防慢阻肺最有效的方法；其次应
减少不洁环境和职业的暴露；对于已经患有
慢阻肺的患者，应该加强自我监控，减少急性
发作次数，以减缓呼吸功能的降低。治疗慢

阻肺的主要措施为药物治疗和氧疗。
“患者一定要听医嘱，长期规范用药，不

能自行停药或减药。”专家提醒，这样可以大
大降低慢阻肺的死亡率。

慢阻肺患者平日多做深呼吸

“慢阻肺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提高认知，积
极预防，及时诊治。”专家表示，平日里，慢阻
肺患者要坚持锻炼，多做深呼吸。深呼吸可
以增加有效通气量，增加氧的吸入和二气化
碳的排出。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深呼吸练
习，可以维护或改善肺弹性功能，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肺功能。专家提醒，做深呼吸操
要掌握十字口诀：深吸气、慢呼气、腹式呼
吸。做操时，一手轻放在胸部，另一只手轻放
于腹部，深吸气时，腹部的手要随着腹部的运
动鼓起来才达到效果。慢呼气时，患者可以
将嘴唇缩起，将吸入的空气吐出。呼吸操每
天做2至3次，每次5至10分钟。

另外，慢阻肺患者还要注意保持营养均
衡，这样可增强其抵抗力和呼吸肌力，从而提
高抗病力，改善呼吸功能。

本报讯（记者钟金平） 11月
17日，一年一度的复旦版《2017年
度中国医院排行榜》和《2017年度
中国医院专科声誉和综合排行
榜》发布。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下称南大一附院）以第80位的
名次跻身百强榜。据悉，这是该
院连续 4 年入围复旦版百强榜。
其中，在发布的专科综合排行榜
中，南大一附院烧伤科连续4年荣
登全国8强。

据了解，复旦大学医院管理
研究所连续九年发布了“复旦版
医院排行榜”，该榜单已成为中国
医院学科建设的一个标杆，也常
被作为大众寻找心中好医院的重
要参考。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
所在学科排行榜的评估方法上，
借鉴美国“最佳医院排行榜”的方
法，坚持以临床学科水平、专科声
誉为核心，兼顾当年的科研产出，
以声誉（80%）和科研（20%）两项为
一级指标进行评选，评选结果被
业界广泛认可。

近年来，南大一附院坚持医教
研并重发展，以病人为中心、员工
为核心，大力推动医院建设发展，
提升医院品牌形象。该院出台的

科研激励等系列措施，充分调动全院积极性，有力
促进了医院的科研产出。该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立项数量连续4年都在40项以上，SCI收录论
文数量不断增长，质量不断提升，在Nature出版集
团发布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排行榜上，南大
一附院作为江西省唯一上榜医疗机构，连续两年荣
登“中国医疗机构自然指数百强榜”。同时，该院
通过大力宣传先进医疗技术、健康科普知识、积极
参加全国各项学术交流活动等，在业内外建立了良
好的声誉口碑，提升了医院在国内的影响力。

为进一步提高中小
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
自救互救能力，日前，省
儿童医院小儿心脏病治
疗中心的志愿者们来到
贵溪三中开展“急救知
识进校园”志愿活动。
培训中，志愿者为学生
详细地讲解了外伤止
血、包扎、固定的各种方
法，同时还现场演示了
心 肺 复 苏 的 急 救 手
法。 (胡淑霞)

日前，江西省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
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年会暨第三届
委员会换届改选大会在昌举行。

据了解，一年一度的省医院协会精
神病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年会展示我省
精神病医院管理水平，推动全省精神卫
生工作向纵深发展。此次管理年会共征
集论文 96 篇，其中 10 个设区市医院的优

秀论文在大会进行了交流。会议还特邀
了中南大学湘雅二院陈晋东教授、向小
军教授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
中心陆峥教授分别就医院医疗安全体系
建设、抑郁焦虑障碍诊治现状及精神疾
病的精准治疗开展了专题授课。

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江西省医院
协会精神病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将加强

自身建设，强化依法执业意识，守住医疗
质量安全底线，充分发挥好桥梁和纽带
作用，为全省广大的精神病医院管理者
做好服务；同时针对精神疾病防治与管
理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调查研
究，提出政策建议，为完善规划政策措施
提供科学可行的参考意见。

（过江帆）

“真心感谢沪赣医促会、进贤（上
海）商会和县人民医院，是你们挽救了
我们的家庭。”这是 11 月 17 日进贤县人
民医院举办的 2018“洪都情·健康行”义
诊活动现场的感人一幕，进贤籍患者徐
某家人分别为沪赣医促会、江西进贤
（上海）商会、进贤县人民医院赠送锦
旗，以此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据了解，48 岁的患者徐某在 2017 年
不幸患了胃癌，手术后病情再次恶化，
生命垂危。徐某每天都在痛苦中度过，
家属也焦急万分。转机发生在 2017 年
沪赣医促会义诊活动期间，徐某家属抱

着一线希望来到义诊现场，经上海专家
焦成文、张小健等多名教授会诊，并给出
了详细的治疗方案，患者在进贤县人民
医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各方面的状
况明显好转。在多方努力下，患者后又
顺利转入解放军 455 医院进一步治疗。

入院后，沪赣医促会和进贤（上海）
商会不定期派人前去医院看望，并在各
方面给予徐某关照。主治医生焦成文
精心为徐某制定治疗方案。焦成文不
仅给徐某治病，还放弃休息时间，每天
去关心他，细心观察患者病情变化，给
病人进行心理疏导，放松心情，减轻压

力，消除抑郁焦虑情绪。经过积极治
疗，目前徐某已基本康复，仍在解放军
455 医院修养治疗。原本已陷入绝望的
徐某，病情奇迹好转，让心急如焚的家
属有了依靠。

据了解，2018“洪都情.健康行”沪赣
医促会南昌工作部专家团义诊活动，是
进贤县实施“党建+共享医疗”的一个
项目，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上海流
动党总支、江西进贤（上海）商会的纽带
作用。让赣籍医疗专家回乡义诊，让进
贤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海专家
的优质服务。 （雷勃生）

省人民医院

成功抢救一溶血症患儿

江西省医院协会 精神病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年会举行

“洪都情·健康行” 赣籍医疗专家回乡义诊见真情

“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病日”特别关注——

戒烟是预防慢阻肺最有效方法
□ 吴舒琴 姜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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