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
中心采用 550 条带染色体分析方
法，成功诊断了 1 例小片段的染色
体平衡易位患者。

该患者因胚胎停育两次前来
该院产前诊断中心就诊，550 条带
染色体明确诊断女方为8号和20号
染色体平衡易位。专家表示，当前
染色体核型分析大多是 300-400
条带水平，但小片段的结构异常却
无能为力。550条带甚至更高条带

水平则能检出更小片段的易位、倒
位、插入及缺失等异常，堪称“染色
体 PLUS”，对于反复流产史、胚胎
停育史、异常孕产史、多次试管技
术失败者，都可以采用高分辨方法
检测。

该院产前诊断专家介绍，该夫
妇可以通过PGD--第三代试管婴
儿技术治疗，避免再次流产和反复
检查排查病因造成生理和心理的
伤害。 （黄 宁）

JIAN KANG SHI DIAN

健康 点视

日前，南昌
市第三医院儿童
保健科开展了义
诊活动，专家们结
合检查结果，对每
位孩子的生长发
育情况进行了评
估，给出了专业的
建议和指导，以帮
助更多家长走出
儿童生长发育管
理误区。
（罗雁雁 任 维）

分享最前沿诊疗技术
江西省儿童夜遗尿协作组成立

7 月 24 日，南昌市第九医院成
立督查组，前往与该院对接的湾里
区精准扶贫点，开展第四轮扶贫工
作纪律督查。该院扶贫医生把疾
病精准识别、精准施治作为工作出
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以问题为导
向，查找不足，及时整改，使健康扶
贫各项政策落到了实处。

当天，该院督查组先后前往对
口帮扶的三个中心卫生院，对挂点
医生工作状况进行突击检查，全

面、细致地了解健康扶贫工作开展
情况。督查显示，对口帮扶挂点医
生均严格遵守工作纪律，认真履行
职责，积极开展基层医疗指导、健
康帮扶等工作。下一步，该院将进
一步加大纪律检查、专项督查力
度，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做到问责力度不减、节奏不变，为
健康扶贫工作提供坚强的纪律保
证。

（夏璇 揭超）

日前，由江西省儿童医院主办
的“江西省儿童夜遗尿协作组成立
大会暨儿童排尿异常诊治进展研
讨班”在南昌举行。当天，全国肾
脏学的知名专家学者，分别从儿童
遗尿门诊的建立与分级诊疗、中国
儿童遗尿工作的发展、中国夜遗尿
专家共识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省
儿童医院专家分享了肾脏病最前
沿的临床诊疗技术和经验。

据介绍，遗尿症已成为第三大
儿童心理创伤，严重影响儿童的身
心健康，给家长带来焦虑并影响家
庭的生活质量，其严重性常常被公
众低估。省儿童医院自 2016 年开
设“儿童遗尿”亚专科门诊以来，每
年接诊夜遗尿患儿 300 余例，促进
了我省儿科肾脏学组特别是儿童
夜 遗 尿 诊 治 水 平 的 提 高 。

（袁锋磊）

以问题为导向
南昌市第九医院开展健康扶贫督查

帮助家长走出儿童生长发育管理误区

日前，南大二附院消化内科介
入治疗团队采用下腔静脉球囊成型
术联合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
（TIPS），成功治疗一例布加综合征
并继发肝硬化门脉高压出血患者。

据悉，该男性患者患布加综合
征 10 余年，此次因呕血 7 小时入
院，诊断为布加综合征（一种肝后
型门脉高压症）、肝硬化伴胃底静
脉曲张破裂出血。该疾病发病凶
险、死亡率高，目前最为有效治疗

方法为介入治疗，不仅效果好而且
能迅速抢救患者生命，并能很好地
减缓肝硬化进展及解决患者静脉
曲张破裂出血。

据介绍，南大二附院消化内科
介入团队已成功实施多种类型门
脉高压手术，此次在我省首次同时
完成布加综合征及继发肝硬化门
脉高压下TIPS手术，标志着该院门
脉高压治疗迈上新高度。

（姜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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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室分开”
万载县规范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

日前，万载县召开全县村卫生
室规范化建设现场会，要求各乡镇
规范化建设标准公有产权村卫生
室，无偿提供给乡村医生做好基本
医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
务、健康扶贫等工作。

据了解，该县按村域面积、村
人口数确定村卫生室用房面积，做
到“八室分开”，即诊察室、观察室、
治疗室、药房、值班室、公共卫生室、
计生服务室、人口学校（健康教育
室），并设有独立卫生间。（郭仕清）

7 月 24 日，南大三附院（南昌
市第一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一例热
射病患者。经过专家紧急救治，患
者病情稳定。

据介绍，63岁的甘大爷吃完早
饭后，来到地里收割稻子，令他感
到奇怪的是，在烈日下劳作了 3 个
多小时，身上却没有出汗。回家之
后，他突然出现了头晕、高烧、浑身
发软、面色苍白的症状。随后，甘
大爷的意识陷入昏迷，被家人紧急
送往医院。

专家表示，热射病是指因高温
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体
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引发神经器
官受损，是一种致命性疾病，死亡
率高达30%至50% ，50岁以上患者
甚至高达80%。居民一旦出现中暑
迹象，应及时撤离高温现场，可将
患者带往通风环境下，例如空调
间、电风扇处，进行物理降温，也可
以使用退烧贴进行紧急处理，并及
时送往医院救治。

（周 密）

老人烈日下收割稻子中暑
南大三附院成功救治热射病患者

门脉高压治疗迈上新高度
南大二附院治疗一例布加综合征患者

前不久，钟钱（化名）安详地离开
了这个世界。钟钱患肝癌晚期，全身
多处转移，骨痛难忍，生活已不能自
理，赣州市肿瘤医院医生评估病情后
将他转入安宁病房。

在安宁病房，钟钱接受了姑息治
疗，他在人生最后旅程得到了更温情
的照护。有一次，当护士帮钟钱洗完
澡后，来到床旁问道：“您的愿望是什
么？”钟钱在纸上写道：“希望一家人在
病房吃个团圆饭。”没过几天，亲人们
放下手头工作，来到病房陪他吃了团
圆饭，钟钱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2018年8月，赣州市肿瘤医院率先
在省内开展“安宁疗护”工作。在“安
宁疗护”病区，该院根据患者的个性化
需求，配备关怀室、谈心室、无障碍卫
生间、淋浴床等设施，建立了一支由临
床医师、专科护士、麻醉师、中医师、营
养治疗师、心理治疗师、临床药师等 27
人组成的多学科诊疗团队，在减少患
者疼痛的同时，更关注患者的内心感
受，让生命更有尊严。

据介绍，1 年来，该院“安宁疗护”病区共接收
103例癌症晚期患者，越来越多的患者尤其是患者
家属慢慢接受了“安宁疗护”的理念，把患者消极
治疗转变为主动接受姑息治疗，为患者提供人文
关怀与适宜疗护，保障患者身心舒适安宁，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帮助患者有尊严地度过人生最后一
段旅程，同时也给予患者家属心灵上的抚慰，引导
患者家属面对丧亲后的心理调适。

如今，“安宁疗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该院以赣州市癌症康复俱乐部为平台，让越
来越多的抗癌明星、社会公益人士、志愿者等加
入，并组织开展癌症俱乐部相关活动，为“安宁疗
护”尽一份力。 （谢博文）

● 预约服务平台全市统一

7月 22日上午 10时许，萍乡市民刘先生没有像往常一样到萍乡市
第二人民医院窗口挂号，径直来到诊室候诊。“以前看病要起大早排队，
现在在家就能网上预约挂号。”刘先生说，他通过“健康萍乡”全民健康
信息服务平台挂好专家号后，踩着点到医院就诊。

据了解，“健康萍乡”全民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了预约挂号、报
告查询、AI导诊、门诊缴费、排队叫号、电子健康卡注册申领应用、健康
档案查询、健康自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功能，患者在网上就能得到
医疗健康“一站式”服务。

目前，萍乡市实现全市卫生健康服务“一码（卡）通”，该市已有 11
家医院完成了电子健康卡应用接口改造和软硬件设备的配置，实现统
一应用电子健康码（卡）预约挂号、门诊缴费、诊间支付、检验检查结果
查询、费用查询等，其他医院也正在抓紧建设。

萍乡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人说，该市结合“人民至高无上，患者是我
亲友”“奉人民为上、视群众为友、与健康同行”等专项活动，加快卫生健
康信息化建设，不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推动建立全市统一的卫生健康
服务平台，构建了“诊前、诊中、诊后”一体、线上线下协同、院内院外互
通的医疗服务模式。

● 创新推进“互联网+医疗”

如今，住院患者中糖尿病患者的比例逐渐增加，且常分散在除内分
泌代谢科以外的其他临床科室。有研究表明，高血糖会增加住院时间、
感染发生率及非重症住院患者死亡率。对此，萍乡市人民医院建立了
血糖监测系统，实现了全院高血糖患者同质化管理，如出现危急值会进
行预警，自动将结果推送到内分泌专科进行干预，还可实现对门诊患者
及下级医院患者的管理。

不仅如此，萍乡市人民医院还引进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通
过对图像进行 AI 识别，进一步提高患者诊断符合率，目前已经完成肺
结节筛查，提升早期肺癌（原位癌）的检出率。

萍乡市中医院开展了远程会诊，远程教学，远程病理等项目，颠覆
传统医疗模式，依托互联网技术、高清音视频设备和专用网络，实现与
全国名院专家视频“面对面问诊”，完成病例分析、病情诊断，并进一步
确定治疗方案。

近年来，萍乡市积极推进医疗机构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
危重新生儿等领域的急救医疗信息化建设，实现移动监护、急救指导、
院内急救准备等院前院内一体化综合救治功能，协调指挥医疗急救，提
高医疗机构急救效能。

● 远程医疗下沉优质资源

前不久，芦溪县南坑镇85岁的吴奶奶因胸闷、气促，被送进了当地
医院救治。在接到了当地医院的远程会诊申请后，萍乡市人民医院组
织多个学科专家进行会诊，给出了精准的治疗方案。

萍乡市人民医院负责人表示，该院以技术为纽带，组建了覆盖市、
县、乡三级的网络医院，100多名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常年参与会诊，通
过远程视频设备实现双向声像传输、检查结果同步查看。

萍乡市妇幼保健院推进了“妇幼健康联盟远程中心”的建设，通过
该平台对医联体医院进行远程放射、远程病例诊断等，积极推进分级诊
疗，让更多优质妇幼医疗资源下沉至基层，极大地缓解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

目前，萍乡市依托全民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根据专科特色建设了覆
盖市、县、乡三级的远程医疗平台，通过接入省级远程医疗平台，建立自
上而下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形成标准统一、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安全
实用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

萍乡实现就医
“一码（卡）通”

近年来，萍乡市积极推
进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卫生
健康服务深度融合，优
化卫生健康服务资源
配置，创新卫生健康
服务模式，使群
众获得了更为
便 捷 、优 质
的 卫 生 健
康服务。

7月27日，上海市肺科医院姜格宁教授专家团队
在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坐诊、查房和手术。刘女士预
约到了专家团队吴亮博士的门诊号，退掉了一家人去
上海的车票。刘女士说，家门口就有名医做手术，不
必奔波于大城市。

刘女士的体验是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打造肝病、
肺病医疗高地的缩影。近年来，随着该院肝病、肺病
诊疗技术水平日益提高，即便是疑难危重患者，都不
必奔波于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据了解，早在数年前，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就把
“墙脚”挖到了“北上广”。每年，该院都要邀请北京佑
安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福
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等
名院的顶尖专家“加盟”，让赣州市民及周边地区群
众，享有比肩“北上广”的优势医疗资源。

除了“筑巢引凤”，该院还“搭巢孵凤”，高位嫁接
资源，以“裂变”反应孵化人才。上海市肺科医院姜格
宁工作室、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崇雨田工作室陆续
落户该院。同时，上海市肺科医院沙巍博士团队、福
州潘兴南教授团队、南昌大学谢宝刚博士团队等国内
一流团队“一对一”帮扶该院相关科室。如今，该院每
个临床科室都对接了国内名院。借助这些平台，该院
进一步完善了人才梯队，打造了学科品牌。

“我们医院不仅是这些教授、名医的行医平台，更
是他们技术传承的课堂。”该院负责人表示，通过一系
列高层次人才的柔性引进以及品牌学科建设，该院肝
病学科群发展成为赣州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肝
病专科，肺病学科群成长为赣州及周边地区的诊疗、
质控、教学中心。

（何 萃）

空地一体更高效
在赣医一附院黄金院区门诊大楼前，停机坪上的

一架急救直升机特别耀眼。这是该院在省内率先成
立、赣州市唯一的空地一体化紧急医疗救援基地，是
赣州市120急救直升机唯一起降点。

据了解，停机坪配备专业助航导航照明系统，24
小时待命，夜间也能保障直升机安全起降。更为重要
的是，停机坪距医院急救中心仅30米，从飞机降落到
将患者送入急救室不超过 1 分钟。患者从大型检查
到接受手术，全程无缝衔接，让更紧急、有更高需求的
急诊患者，通过“空中 120”实现安全、高效、及时的空
中转诊。

“我院已14次采用空中救援方式抢救危重患者、
接驳药品及院间转运。”该院医务科科长王建忠介绍，
2017年12月，该院黄金院区全面启用直升机救援，打
破原有陆地救援模式，逐步建立空地一体化紧急救援
模式。目前，赣医一附院已形成直升机、地面救护车、

院内急救绿色通道等无缝衔接式救援链，为院前救
援、院间转运等提供高效快捷的立体救援。

智慧医疗更便捷
“输液时，不用再按铃叫护士换药或拔针了。”在

该院骨科病房，来自兴国县的谢先生说，过去到医院
住院输液，得老盯着瓶子，晚上输液的话还不敢睡觉，
生怕输完液后没有及时拔针。

这份踏实源自于赣医一附院智能输液系统的使
用，护士能在短时间内准确地更换或者拔除点滴，并
通过手持终端的监控，可以有效地预防滴速过快或过
慢的问题。今年 4 月，该院实施了智慧病房建设，启
用了智能输液系统、生命体征监测系统、智能药柜、电
子护理文书、移动护士站等，提高了医院的服务质量。

近年来，该院着力实施“互联网+医院”建设，推
行微信、自助机、现场、电话及诊间预约挂号等多种预
约诊疗模式，实现了就诊及辅助检查分时段，预约时
间精确到了 20 分钟。并开通微信、支付宝及银行卡
等多种支付方式，实现诊间结算，且检验、检查报告结
果可以通过微信实时推送。

服务模式更优化
赣医一附院在黄金院区和章贡院区设立了住院

服务中心，这个中心集出入院办理、医保咨询服务、投
诉接待、预住院办理、全院床位统一调配、统一预约检
查等服务于一体。在此基础上，为方便患者就医，在
住院中心设置了超声检查室、心电图室、采血室、应急
处置室，让患者就近、便捷地完成诊疗。

据介绍，为解决医院床位紧张、患者住院难问题，
住院服务中心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全面推行全院“床
位统一调配”工作，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不断优化
流程，加强各科室之间整体联动配合，提高全院床位的
使用效率，尽最大可能满足患者的住院需求。

该院还在省内率先推出“一站式”病区办理入院、
入出院结算进病房等举措，将原来窗口集中式办理入
出院改为点对点的床边服务，服务前移，便捷又贴心，
极大地方便了住院患者。同时，在国内率先推出不受
时间限制的无理由退费模式，将涉及需退费的医疗服
务收费项目及退费科室通过信息系统进行处理，免去
了繁琐的退费审批程序，患者不需要跑腿，实现“一站
式”办理退费。

用心打造有温度的医院
——赣医一附院改善医疗服务侧记

□ 廖晓生 吴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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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北上广””专家坐诊专家坐诊赣州赣州

Jian KangJian Kang
健康健康广广角角

今年以来，赣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下称“赣医一附院”）
深入开展“奉人民为上、视群众
为友、与健康同行”专项活动，把
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
事、麻烦事、揪心事作为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打造有高度、有温度、有
情怀的医院。

采用染色体分析技术
省妇保成功诊断小片段平衡易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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