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1日是第 31届“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的主题是“知晓自己的感染状况”。在

“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江西省皮肤病
专科医院性病科专家陶小华博士就艾滋病
预防、治疗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讲座。

艾滋病是危害性极
大的传染病

陶小华说，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
的传染病，由感染艾滋病病毒（HIV 病毒）
引起。当前，性传播成为艾滋病最主要传
播途径，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感染率持续
升高，一些不安全性行为加大了艾滋病传
播风险，某些社交新媒体的使用增强了易
感染艾滋病行为的隐蔽性。

“初筛阳性的患者需要进一步做确诊

试验，如果确诊试验阳性，需要到指定医院
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陶小华称，通过检测
可以尽早发现检测者是否感染艾滋病，早
发现才可以早治疗，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
量。早检测早发现，才可以更好地采取措
施，如使用安全套和开展抗病毒治疗，保护
检测者免受病毒的进一步侵害，避免艾滋
病进一步传播。

日常生活接触不传
染艾滋病病毒

很多人“谈艾色变”，陶小华觉得没有必
要过度紧张。“艾滋病的传播主要与人类的
社会行为有关，完全可以通过规范人们的社
会行为而被阻断，是能够预防的。”陶小华
说，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非常明确，通过

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
在体外环境下很脆弱，很容易被杀死，因此
艾滋病病毒不通过空气、食物、水等一般日
常生活接触传播。另外，艾滋病病毒不能在
蚊虫体内生存，不会通过蚊虫叮咬传播。

那么个人如何预防艾滋病呢？陶小华
说，除掌握有关艾滋病知识外，还要洁身自
爱，不去非法采血站卖血，不要进出某些娱
乐场所，不要吸毒；生病时要到正规的诊
所、医院求治，注意输血安全，不去不可靠
的医疗单位特别是个体诊所打针、拔牙、针
炙、手术，不用未消毒的器具穿耳孔、美容
等；不与他人共享剃须刀、牙刷等，尽量避
免接触他人体液、血液等。

此外，应禁止 HIV 抗体阳性者献血或
者提供其他体液。患艾滋病的妇女，最好
不要怀孕，因为怀孕会将艾滋病病毒传染
给后代。病人的性伴侣、配偶要定期进行

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对抗体阳性者家庭
的其他成员，最好也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查。

为患者提供 24 小
时全方位服务

发生高危或职业暴露之后，很多人最
关心什么时候能排除HIV感染？传统的三
代试剂仅检测 HIV 抗体，窗口期一般至少
要 4至 6周，甚至更为保守的观点需要 3个
月，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大多产生焦虑症状。

为此，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购进了
第四代 HIV 检测试剂，将窗口期缩短至 4
周。有些发生艾滋病职业暴露或高危行为
者需要紧急咨询，该院性病科医务人员会
利用电话、微信、网站等方式为患者提供24
小时全方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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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儿童医院
成功为一女童取出颅内异物

日前，抚州市一名1岁的女童露露（化名）因摔
跤致颅内插入一根金属异物，当地医院行CT检查
后显示金属异物插入的部位比较深，露露家人随
即将其送往省儿童医院进行救治。该院医生给露
露随诊后，初步推算金属异物插入脑部3cm左右，
且牢牢地嵌在颅内，卡入的位置正是收纳大脑静
脉血液的窦汇部，如术中不当，将引发大量出血。
为此，该院神经外科手术团队反复商讨并制定手
术方案，历经两小时手术后，成功为露露取出金属
异物，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医生提醒，若异物
嵌入宝宝颅内，家长不能自行拔出，应第一时间赶
来医院就诊。 （魏美娟 饶 蒙）

省胸科医院
精准“微创”让患者快速康复

日前，省胸科医院胸外一科“付洪帆团队”在
全麻喉罩下完成了一例无管单孔全腔镜右肺部
分切除手术。手术结束后，患者从手术室步行回
到病房。据介绍，患者朱某，经诊断为右下肺结
节。术中麻醉采用喉罩呼吸通气技术，手术切口
长 3cm、历时 20 分钟，术中未行气管插管、未放置
胸腔引流管、未放置导尿管，手术结束后患者即
刻苏醒，可下床自由行走，患者术后 2 小时进流
食，6 小时进食。此例“精准微创”手术，是该院胸
外一科手术的首创，让患者“术前走进来、术后走
出去”。 （王玉倩 刘江红）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卒中中心搭建患者救命通道

近日，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成立卒中中心，
通过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影像中心等多
学科协诊疗模式，建立区域协同救治机制，统一诊
疗规范，优化诊疗流程，为脑卒中患者提供高效、
便捷、最佳的治疗方案，以期达到缩短救治时间、
改善预后和减少医疗费用支出的目的。据介绍，
卒中中心全天候在急诊科安排治疗小组接诊或 5
分钟内神经科医师会诊，24 小时开放急诊血液系
统检验和心电图、CT、磁共振快速检查，脑血管造
影与诊断，确保急性卒中患者随时可以入住卒中
单元病房。 （樊 萍）

南大三附院
成功完成一例单孔腹腔镜手术

日前，南大三附院妇科利用普通的腹腔镜器
械成功完成一例经脐单孔腹腔镜下盆腔粘连松
解+全子宫+双侧输卵管切除手术，手术耗时70分
钟，出血 20ml，术后 4天患者痊愈出院。这是该科
在妇科微创手术上的又一次突破。单孔腹腔镜手
术（LESS）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项临床新技术，该
手术创伤小，美容效果好，随着手术技巧的不断娴
熟和相应器械设备的出现，近年来，LESS手术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 （罗 星）

省中医院
投放10部“共享轮椅”供患者使用

近年来，省中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数量不断攀
升，借用轮椅的患者大幅增多，轮椅数量、存放面积
等均已无法满足现有患者实际需求，为进一步改善
群众就医体验，该院门诊部从11月26日起，在新老
门诊楼大厅投放“共享轮椅”10 部，使用方法均在
轮椅旁有明显指导标识，简便易行。此项举措不仅
方便了患者，还及时弥补了传统轮椅不足的现状，
满足了不同患者的需求。 （美 富 宋 悦）

黎川县卫计委
多措并举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今年来，黎川县卫计委组织专家充分运用
中药、针灸、推拿、火罐、刮痧等中医药方法辩证
治疗各类常见病、多发病，让附近群众赞不绝
口。据了解，该县以“全国基层中医工作先进单
位”复审为抓手，做好公立中医医院综合改革、
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等工作。同
时，实施重点学科建设工作，确定针灸推拿科、
肛肠科、老年病科、康复科为重点建设学科，通
过科室设置、设备添置、人才培养、政策倾斜，打
造中医药服务特色，不断提高中医药服务能
力。此外，以中医馆建设为契机，提升乡镇卫生
院中医药“枢纽”的服务品质。目前，该县 13 个
乡镇卫生院建成相对独立的中医药服务区，完
成 10 个中医馆建设项目。 （武 辉 英 波）

11月 26日是全国
第四个“全国心力衰竭
日”，为了普及心衰防
治知识，当日，南大二
附院心血管内科举办
主题为“共·心声”大型
义诊活动，为患者提供
免费的疾病咨询和教
育讲座。 （姜红辉）

日前，南大附属口腔医院党委以加强
党支部作风建设为抓手，不断提升医疗服
务水平，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该院在此次推进作风建设中，推出很
多服务患者的举措：加强了对住院患者的
健康教育；陪同住院患者做院内心电图、胸
片检查等服务；出院后电话定期回访；综合

急诊科对医疗器械进行分类处理；建立与
患者沟通联系的微信号，定期发送口腔方
面的医疗信息；麻醉科开展心理疏导，对于
重大手术病人以及对麻醉和手术有顾虑的
病人，给予关怀；术后给患者听音乐舒缓心
情；给小儿提供玩具转移注意力；口外门诊
每天所有医生和专家全部敞开挂号，再晚

也要完成治疗，绝不让患者跑第二趟。
此外，今年以来，该院组织党员赴南

昌工程学院、江西省老年大学等单位，开
展义诊和健康宣教，将口腔健康知识传
授给大学生，并为老年朋友们检查口腔，
大力宣传口腔保健知识、普及口腔保健
知识。 （陈尚文）

日前，经现场考核、专家评审，省妇幼
保健院获批“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会员
单位”。

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是在国家卫
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下成立
的全国性非政府协作组织，也是国际日间
手术学会的国家成员，从事日间手术领域
的临床技术研究、管理研究、学术传播与
交流等，并在国际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相应

的中国标准。
据介绍，近年来，省妇幼保健院成立

“日间手术中心”和“一站式出入院服务
中心”，在全省率先推出妇科日间手术，实
施门诊一条龙管理，打造了门诊、住院、健
康宣教、术后回访的一体化医疗服务管理
模式，将子宫黏膜下肌瘤、子宫内膜息肉、
高危计划生育手术等24个3级至4级手术
纳入日间手术实施路径化管理，年开展日

间手术2000例（次）。
目前，省妇幼保健院日间手术实行

全院覆盖，生殖健康科、妇科、肿瘤科、新
生儿科陆续开展了包括手术、放疗化疗
及新生儿光疗服务在内的各种日间诊疗
服务。今年，该院“打造日间医疗平台，
提供三大诊疗服务”项目，荣获全国进一
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十大人气案
例”奖。 （徐 华 张 欣）

南大附属口腔医院加强行业作风建设

江西日报微生活 江西日报健康头条

江西日报特刊部重磅打造
本报讯 （记者钟金平 通讯员叶 萌）为

更好地满足井冈山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资
源的需求，11 月 23 日上午 9 时，南大一附
院与井冈山市人民医院共建医联体签约仪
式正式举行，这标志着南大一附院全面托
管井冈山市人民医院，双方就此结成命运
共同体。

井冈山市人口只有 17万，一市“三城”区
（茨坪、红星、龙市）全国罕见。辖区人口少、
而且分散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导致该市医疗
水平落后于周边县（市）同级医院，优质医疗
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特

别是医疗人才方面仍是短板，已成为制约井
冈山市人民健康重要因素。据不完全统计，
井冈山市有 52%贫困户是因病返贫，去年的
医保报销费用数据显示，62%的报销费用都
是在外地完成的。这些信息表明，井冈山人
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渴求相当高。

南大一附院全面托管井冈山市人民医
院后，将在医疗技术上给予帮扶，在医院管
理上进行全面管理与指导。目前，南大一附
院首批派出 5 名骨科、普外科、呼吸内科、心
血管科、儿科专家常年入驻井冈山市人民医
院坐诊。托管后的井冈山市人民医院将被

打造成井冈山区域的医疗中心，着重解决该
区广大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

“大病不出县”的目标。
省卫健委对南大一附院全面托管井冈

山市人民医院寄于厚望，该委主要负责人在
出席仪式后指出，“托管”是医联体的一种创
新形式，双方合作后最关键的是，要做好

“联”“共”“特”三字文章。要通过上下贯通、
学科建设为纽带，做实“联”字文章。南大一
附院全面托管井冈山市人民医院后，将加强
学科交流与合作，强化业务指导和技术支
持，发挥远程医疗协作网作用，让井冈山老

区广大群众就近享受到省城三甲医院的优
质医疗服务；另外，南大一附院还将以提升
效率为核心方面，做细“共”字文章。通过
上下级医院合理分工和通力协作，在管理方
式上融合、在理想信念上融合、形成“1+1>
2”效应；最后以强基层、惠民生为标准，做
足“特”字文章。尤其要针对发病率高、外
传率高的专科要重点建设，同时，加快建立
适宜井冈山医疗实际的特色科室，拉长医疗
服务“半径”，全力保障医联体建设各项任
务有序推进，全面提升井冈山市人民医院的
综合实力。

上下贯通 提质增效

南大一附院全面托管井冈山市人民医院

““共共··心声心声””

“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关注——

谈“艾”不必色变
□ 叶 杰

省妇幼保健院获批“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单位”

日前，全国首批妇幼健康服务机构
专科进修培训中心授牌仪式在江苏省连
云港举行。会上，南昌市第三医院被授
予“全国乳腺医疗保健进修培训中心”，
成为全国首个乳腺医疗保健进修培训中
心，标志着该院乳腺诊疗水平迈入国内
领先行列。

据了解，南昌市第三医院是一所以
乳腺疾病专业学部为品牌，妇幼健康诊
疗体系为特色，综合学科群为重点，医技
学科群为支撑，集医疗、教学、科研、预
防、康复、保健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该院乳腺肿瘤科成立于 1972 年，46
年磨一剑，匠心铸造了乳腺学科群的金

字招牌。在即将开业的朝阳院区，乳腺
学科群开设 7 个病区，拥有床位 300 余
张。全国乳腺医疗保健培训中心的成
立，解决了妇幼健康领域“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将更进一步提高妇幼健康
服务机构医疗保健服务水平。

（江 荔）

日前，由江西省保健学会主
办、省人民医院二部心血管内科承
办的“江西省保健学会老年心血管
病学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老年
心血管病论坛在南昌召开。

据悉，本次大会选举产生了35
名常务委员、9名副主委，省人民医
院二部心血管内科科主任曹平良
博士当选为江西省保健学会老年
心血管病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主
任委员。本次会议期间，主办方还
邀请了北京、上海、福建等国内外
众多著名的心血管专家进行了主
旨演讲，学术氛围浓厚。

据专家介绍，截至去年底，我
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高达 2.41 亿
人，占总人口的 17.3%，而且人口
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快。老年高
血压、急性冠脉综合征、顽固性心
衰、恶性心律失常等老年常见心
血管疾病十分普遍，是当前医疗

机构消耗医疗资源的主力军。但是，我省老年心
血管病学这门学科发展较为滞后，规范化和个体
化治疗有待提高。成立江西省保健学会老年心血
管病学分会，意义重大。 （罗昭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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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省卫健委中医药
服务处组织中医药专家，对江西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及江西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开展的
183 例覆杞果片临床应用召开了
项目论证会。与会专家认真审
阅了本次覆杞果片临床应用结
果和数据资料，并结合掌叶覆盆
子和枸杞子的中药材功效特性
以及临床应用案例进行了充分
的分析、研究和讨论，与会专家
一致认为，覆杞果片对中老年人
的尿频尿急、肿瘤病人的辅助治
疗、亚健康人群的状态改善都有
明显效果。

据了解，覆杞果片是由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发、江
西天海集团生产的食疗产品，主
要原材料由药食两用的掌叶覆盆
子、宁夏枸杞子等地道中药材组
成。掌叶覆盆子是江西天海集团
的专利产品，该公司从研发、生产
到销售，形成了全产业链。

专家通过论证，覆杞果片对缓解老年人尿频
有效率达 90.56%，缓解尿急有效率达 92.2%，平均
在一周左右见效，充分体现了覆盆子药典中益肾
缩尿的功效。另外，临床应用结果表明，覆杞果片
对早泄、头晕眼花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专家最
后认为，覆杞果片作为健康食品，应该更贴近市场
及大众需求，将进一步开展覆盆子的药效、药理研
究，更好地开发更多具有功效的覆盆子产品，造福
人类。 （曹达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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