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江都昌县一位 10 岁女童小红（化名）饱受尿失禁困
扰，常年穿着纸尿裤。近日，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团队采用
经脐单部位微创手术技术成功为其解决难题，手术时间不
到两小时。

据介绍，小红出生时，与别的孩子并无区别。但到了学
龄期，别的孩子早就告别尿不湿，但小红还是下身湿湿答
答，一刻都不得干爽，需要常年穿戴纸尿裤。这期间小红的
父母也带其在当地就诊，但始终无法确诊。10年来，由于一
直穿戴纸尿裤，小红被小伙伴们渐渐疏远，平日不和她一起
玩耍，导致小红性格非常自卑。

几经转辗，小红的父母慕名找到了省儿童医院泌尿外
科段智峰、熊春凤、万隆医师团队，副主任医师段智峰经过
仔细询问病史和查体得知，小红有正常的自主排尿，但是两
次正常排尿间有不自主的滴尿现象，初步判断是输尿管异
位开口导致。随后，迅速安排相关增强CT及同位素肾功能
评定等检查，确诊小红系右侧发育不良异位肾并输尿管异
位开口，考虑到这个发育不良肾功能极差，没有保留价值，
且附属输尿管异位开口引起的尿失禁严重影响患儿生活质
量，遂拟行发育不良肾及输尿管切除术。此外，由于患儿久
受自卑困扰，不想因手术在其肚皮上留下明显的疤痕，段智
峰决定为其行经脐单部位腹腔镜手术，即在脐环上取一个5
毫米的小孔完成手术操作。

8 月 11 日，小红的手术如期实行，整个操作过程耗时 1
小时50分钟，出血仅5毫升。手术非常成功，术后小红尿失
禁现象消失，恢复了正常的排尿，终于摆脱了纸尿裤。术后
三天第一次换药，当小红看到自己肚脐眼微小的创面时，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

据悉，近年来，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广泛开展经脐单部
位/单通道微创技术，应用于儿童泌尿外科疾病的治疗，如：
隐睾、精索静脉曲张、肾积水、重肾重输尿管畸形、肾肿瘤手
术等。与传统多通道腹腔镜手术相比，经肚脐手术切口隐
藏于脐孔正中或脐周，利用
人 体 体 表 结 构 的 自 然 隐
窝，使患者愈后无痕，为患
者带来更小的创伤及更好
的康复。 （熊春凤 王江华）

JIAN KANG GUAN ZHU

健康 注关

江西日报特刊部重磅打造

江西日报新媒体微信公众号

JIAN KANG SHI DIAN

健康 点视

健 康 2020年8月25日 星期二JIANGXI DAILY
■ 电话：（0791）86849046 邮箱：jxrbjk@163.com

行业专刊

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心理健康服务进企业

8月 18日，九江市第五人民
医院与江西亚东水泥有限公司
签订心理健康服务协议。该院
将为企业员工提供定制化、特色
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定期到企
业举办现场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普及心理科普知识、疏导心理问
题，协助处理员工心理危机事
件，开通一条心理援助咨询热
线，通过电话、微信、QQ等方式
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

据了解，该院将通过“院企
合作”“院校合作”等方式，打造
精心服务品牌，提升医院心理健
康服务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定制
化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有针对
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满足不
同社会人群的心理健康服务特
色化需求。同时，通过心理健康
服务，提升大众心理健康知识水
平，早期识别心理障碍，干预心
理危机。 （何 斌 叶笑霜）

日前，南昌市第一医院申报
的南昌市双百计划项目——“粪
便DNA检测技术在早期结直肠
癌筛查中的应用和推广”召开启
动会。

研究表明，约 93%的结直肠
癌来源于肠道腺瘤。目前，肠
癌、腺瘤诊断的主要方法是粪便
潜血试验和肠镜检查，但因粪便
潜血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有
限，肠镜检查需在检查前口服肠
道清洁药物且具有侵入性，有出
血、穿孔风险，普通肠镜检查部
分患者因恐惧检查时痛苦、预约
时间长，造成即使有肠道症状也

不愿做肠镜检查，从而延误了早
期诊断与治疗。而粪便DNA检
测是一种新兴的肠癌检测技术，
具有完全无创、敏感性高等优点。

据了解，该项目启动后，将
免费为符合入选标准的人群进
行粪便 DNA 检测、粪便潜血检
查 (FOBT)、粪便免疫化学检测
（FIT），对于这三项检测异常者
将督导患者进行肠镜检查，并以
肠镜检查及其病理为金标准，探
究粪便DNA早期肠癌筛查技术
在高危人群中的敏感性与特异
性，通过研究提高早期结直肠癌
的防治水平。 （周 密）

南昌市第一医院
启动早期结直肠癌筛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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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内镜解决“大”难题
——省胸科医院呼吸内镜介入科发展侧记

□ 舒 琴 方育霞

发 展

今年7月，省胸科医院呼吸内镜介
入学科正式通过江西省医学领先学科
验收。这意味着，该学科以其雄厚的技
术实力跨入省内领先、国内先进行列。

据了解，该院呼吸内镜介入学科于
上世纪 80 年代开展工作，经过几十年
的专业积累，学科的专业诊疗手段和范
围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最早的“支
气管镜室”发展到“四位一体”胸部微创
诊疗中心；从一年开展几十例手术，发
展到每年开展近万例手术，手术量位于
全国前列。

说起该学科的发展，不得不提到一
个人——该院副院长陈中书。作为学
科带头人的他，从事胸外科及介入呼吸
病学科工作 30 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
胸外科和呼吸内镜介入学科跨界专
家。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多学科发展，

致力于肺外科微创胸腔镜和呼吸内镜
介入技术临床研究，其开展的胸腔镜
微创手术和气管镜介入技术综合治疗
支气管肺癌，联合冷热消融、球囊扩
张、支架置入等技术综合治疗肺结核，
以及外科胸腔镜辅助光动力技术治疗
恶性胸水等，皆为我省乃至国内的“王
炸”技术。

创 新

“我院支气管镜检查和治疗开展得
比较好，得益于不断地创新。针对一些
疑难胸膜疾病和特殊病例，会尝试探索
一些新方法、新方式来开展治疗。”陈中
书介绍道，去年一位老龄患者因患有肺
癌并转移到胸膜腔，导致形成反复大量
胸腔积液，来到省胸科医院呼吸内镜介
入科接受治疗。“如果按传统的治疗方
式放化疗，疗效不好，且患者年龄大，承

受不了放化疗的副反应。根据患者实
际情况，我们‘量体裁衣’为其实行了胸
膜光动力治疗。”陈中书说，该手术是在
胸腔镜直视下进行，不仅创伤小、术后
恢复快，而且达到消灭胸膜肿瘤细胞，
胸腔积液不再复发的目的。

据悉，这例在外科胸腔镜辅助下的
胸膜恶性肿瘤光动力治疗手术，在内地
尚属首次，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只有求新求变，才会有所进步。作
为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专科医院，该院的
介入技术不断创新升级，通过打造“四
位一体”胸部微创诊疗体系，带领胸外
科、内镜介入科、介入血管科、肿瘤科、
麻醉科、ICU“六大天团”学科联合作
战，让每个学科根据自身特点引进和运
用介入技术为患者服务，如经支气管镜
冷热消融切除技术、超声支气管镜介入
技术、全麻硬质气管镜技术、光动力介
入技术等，既解决了许多用传统医疗方

法治愈不了的疑难疾病，更为患者缩短
住院时间，节省医疗费用等。

下 沉

如何建设一所在全省具有影响力
的胸科医院？陈中书认为，除了致力于
提高医院本身的实力，还需要帮助基层
医院发展。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学科和呼
吸内镜介入技术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陈中书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
间，患者尽量留在本地接受治疗，促进
基层医院介入呼吸病学技术发展显得
更为重要。同时，互联网技术促进医疗

“扁平化”发展，专家随时可以通过视频
指导基层医院开展介入技术。这为基
层患者大病不出县提供了机遇和环境，
基层医院可在医保费用控制、合理用药
和规范诊疗等方面有所作为。

“下一步，我们将努力建设全国一
流的介入呼吸病学中心，同时在全省积
极普及推广介入呼吸病学技术。”陈中
书说，该院呼吸内镜介入科作为中国医
师协会呼吸内镜医师培训基地、全国首
批省内独家PCCM介入呼吸病学培训
基地，将继续扩展呼吸介入协同专科单
位，通过专科联盟的方式，把介入呼吸
病学技术推广普及到基层，共享优质医
疗资源，让省内大多数患者既能留在当
地治疗，又能得到更好的诊治。

医界 家名
YI JIE MING JIA

打造一流平台 构筑健康防线
——省级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落户赣医一附院

□ 江 文 吴先群 周晓凤

日前，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简称
“赣医一附院”）获 2020 年卫生领域中央预
算内投资专项资金 1 亿元，专项用于省级
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建设。这是唯一落
户在省城南昌之外的省级重大疫情防控救
治基地。

这一 基 地 缘 何 落 户 赣 医 一 附 院？ 该
院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院不断强化医
院内涵建设，不仅提升了急危重症和疑难
杂症救治能力，更在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关键时刻顶得住、冲得上。

● 综合实力凸显“战斗力”

越是危急越能担当。从 1998 年抗洪到汶川地
震，从抗击非典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赣医一附院从
未缺位，勇当“排头兵”。尤其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当中，该院推行“两线作战”——在赣州，医院启
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构筑起全
院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防火墙”；在武汉、随州，该
院先后派出六批 109名“逆行天使”紧急驰援，其中由
85 人组成的重症医疗队，成建制接管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隔离病房。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检验了医院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更是对医院综合实力的一次
大考。”该院负责人表示。2018年、2019年，该院连续
两年在全省三级综合医院 DRGs（疾病诊断相关分
类）绩效评价中位居全省第三、赣州市第一，凸显了

医院疑难、危急重症的救治能力。在新近公布的
2018 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结果中，赣医
一附院在全国 2398 家三级公立医院中排名第 127
位，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我们将在区域内牵头构建医疗服务和疾病防
控体系，加强应对重大疫情的救治能力建设。”该院
负责人表示，医院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项目建成
后，“战时”承担预警监测、突发急性传染病救治、应
急科研攻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决策参谋等职
责；“平时”承担感染性疾病诊疗及区域指导、患者症
状监测、疾病防治管理与健康宣教等一类公益事业
职能。

● 学科优势强化“支撑力”

赣州是赣粤闽湘四省枢纽城市，赣医一附院服
务能力辐射人口近 4000 万。近年来，该院推进了急
危重症抢救中心（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
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及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的建设。同时，不断优化“区域协同救治”的流程，实
现了“三全模式”，即全域覆盖、全民参与、全程管理，
提升了医院的急危重症患者救治水平。

“赣医一附院现有临床科室 50 个，医技科室 13
个，拥有一批优势学科群，这些优势学科为医院综合
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该院医务科负责
人介绍，医院拥有江西省一流学科 1 个（临床医学）、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入围科室 2个、江西省医学领先学
科 2 个、江西省临床诊疗中心 1 个、江西省临床重点
专科建设项目 5个、江西省医学学科省县共建计划项
目援建学科 8个、赣州市医学领先学科 16个。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最宝贵资源。目前，该院拥
有专业技术人员 27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近 500
人，博士及博士后近 80 人，硕士 800 余人。得益于强
有力的人才战略，近年来该院承担了近 60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3 项国家 863 计划项目子课题、4 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省部级科研项目 100

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市级科技奖励
40 余项，医院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区域内
领先。

此外，该院为充分利用医院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的
学术、技术优势，先后在龙南、会昌、兴国、寻乌等县级
医院设立了博士专家工作站，帮助基层兄弟医院共同
发展。

● 平台建设提升“应对力”

2017 年 12 月，赣州直升机空中救援项目在赣医
一附院黄金院区启动，成为全市 120急救直升机唯一
固定起降点、航空医疗救援基地。随着“空中 120”救
援体系的不断完善，该院已形成直升机、地面救护
车、院内急救绿色通道等无缝式救援链，为院前救
援、院间转运等提供高效快捷的立体救援。

2019 年 8 月，赣医一附院引进最新一代达芬奇
机器人手术系统。一年来，该院泌尿外科、妇产科、
小儿外科、肝胆外科、胃肠外科等科室相继迅速开
展相关技术，已完成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220 余例，
并先后完成多例国内、国际创新技术，进一步坚实
了医院微创外科领域在区域内乃至业界的领先地
位。2016 年，赣医一附院在赣州市率先引进俗称

“人工肺”的 ECOM（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已成功
为 107 例心脏危重症患者实施了 ECMO 治疗，屡创
生命奇迹。

除了打造一流的技术、服务平台外，赣医一附院
还借助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
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赣南分中心、江西省结
石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泌尿系统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江西省脉管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江西省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赣南医学
院院士工作站、江西省高校临床医学重点实验室等
国家、省、市级学科平台，积极开展诊疗新技术、新项
目，疑难、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也
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储备了实力。

都昌县
全面掀起“厕所革命”高潮

为进一步提高农村环境质
量，着力建设健康村居，今年以来，
都昌县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全面掀起“厕所革命”高潮。

据了解，该县委新农办、县
卫健委、县城管局组成督查组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厕所革
命”督查，并组织全县 24 个乡镇
分管领导集中到徐埠良种场“厕
所革命”亮点打造村，开展现场
观摩和交流活动。同时立足实

际，因村、因户施策，分类推进，
验收一批，上报一批，奖补一批。
此外，在将农村公厕纳入村级公
益性设施管护范围的同时，完善
长效机制，加强改厕全过程管理
和服务，明确管护服务主体和管
护标准，让厕所真正发挥作用。

截至 7 月底，该县新建示范
乡村公厕 6 座，改厕完成 10886
户，改厕率为 91.75%，卫生改厕
率71.49%。 （吴龙明）

88月月1313日日，，南昌市南昌市
第三医院乳腺外一科进第三医院乳腺外一科进
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线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线
上手术直播演示上手术直播演示，，来自来自
浙江嘉兴市妇幼保健医浙江嘉兴市妇幼保健医
院院，，九江市人民医院九江市人民医院、、新新
余市人民医院两省三地余市人民医院两省三地
的乳腺外科专家和临床的乳腺外科专家和临床
医生们参与了医生们参与了直播观直播观
摩和讨论摩和讨论。。
（徐亮 邱宇辰文/图）

88月月1818日日，，南昌市东湖区疾控中心党支部到墩子塘南昌市东湖区疾控中心党支部到墩子塘
街办北湖社区开展以街办北湖社区开展以““弘扬抗疫精神弘扬抗疫精神，，护佑人民健康护佑人民健康””为为
主题的主题的““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节””宣传活动宣传活动，，中心医务人员还为辖区中心医务人员还为辖区
居民免费提供测血压服务居民免费提供测血压服务，，并针对慢性病与多发病防并针对慢性病与多发病防
治治、“、“三减三健三减三健””生活方式开展健康指导生活方式开展健康指导。。 黄恢淑摄

88月月1919日上午日上午，，为庆祝第为庆祝第33个个““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节””的到来的到来，，省省
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医学科、、消化内科消化内科、、肾内科肾内科、、骨科骨科、、普外科等科室的普外科等科室的88位学科位学科
带头人带头人、、知名专家及医务人员在红谷滩院区门诊大厅开展知名专家及医务人员在红谷滩院区门诊大厅开展
大型义诊活动大型义诊活动。。 邹靖锋摄

打造“四位一体”胸部微创诊疗体系、开展多项综合治疗肺癌和肺结核“硬核”技术……在南
昌，有这样一支医疗团队，他们在诊疗复杂气道疾病方面优势明显、成效突出，成功救治了一大
批大气道狭窄的呼吸危重症患者——他们就是省胸科医院的呼吸内镜介入团队。

作为我省最早一批开展支气管镜介入技术的三甲医院，省胸科医院近年来发展迅猛，该院呼
吸内镜介入团队作为此项技术的“排头兵”，每年开展呼吸介入诊疗手术近万余例，居全省首
位。目前，该院呼吸内镜介入科正在实施介入呼吸病学“星火计划”，积极指导基层医院开展业
务、普及推广呼吸介入新技术，全力推进全省呼吸内镜介入技术能力建设。

饱受尿失禁困扰 十岁仍穿纸尿裤
专家微创手术为女童解决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