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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成功抢救高危产妇和新生儿

近日，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产科在麻醉科、手术室等科
室密切配合下，为一位重症
危急产妇紧急施行剖腹产手
术，成功抢救了产妇和新生
儿的生命。

据了解，该孕妇 34 岁，因
咽痛伴咳嗽咳痰一个多月，
并出现呼吸困难、胸闷不适
等症状，后因病情危重转入
该院，入院诊断为重度子痫
前期，妊娠合并心功能不全、

呼 吸 道 感 染 。 产 妇 病 情 危
急，该院产科立即组织全院
扩大会诊，急诊在腰硬联合
麻 醉 下 行 子 宫 下 段 剖 宫 产
术，平安娩出一名男婴。

该院专家提醒，孕期感冒
未及时治疗容易导致心衰、呼
衰、胸腔积液、胎儿发育停
滞。所以，孕妇一定要重视孕
期产检，注意孕期保健，关注
孕期体重变化，合理膳食，适
当休息。 （杨世伟）

省妇幼保健院
病理远程诊断平台正式运行

近日，省妇幼保健院与萍
乡市妇幼保健院、都昌县妇幼
保健院建立病理远程会诊工
作机制，首份病理学数字切片
会诊报告单顺利发出，标志由
省妇幼保健院主导的病理远
程诊断平台正式运行。

据介绍，病理远程诊断平
台的运行，主要围绕“分级诊
疗”和“病理专科联盟”两大
核心目标，以管理、技术和资
本为纽带，形成规模效应，加
强妇幼联盟单位之间的联系，
实现专家、科研、教学等资源
共享。通过专业化、连锁化、
集约化经营，解决术中冰冻、
疑难诊断、快速报告、高端病
理诊断、非常规项目补充等基

层医疗机构难以解决的痛点
问题。

病理远程诊断平台以“质
量保证及质量控制”为目的，以
一体化的操作流程和多元化的
角色权限为基础，以病理专科医
联体为纽带，畅通双向转诊和结
果互认，形成多学科、多元化医
疗资源共享新机制。

省妇幼保健院是江西省妇
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病理专
业委员会主委单位，下一步，该
院病理科将申报江西省妇幼病
理诊断中心，进一步完善医疗
服务体系，推进区域医疗资源
共享，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程 莉 于晓红）

日前，赣州市首台车载移
动CT在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投入使用。该移动CT车
可以适应不同场景下的患者
扫描，满足了疫情防控、危急
患者、医学救援、突发事件、疾
病筛查、平衡医疗资源等影像
诊断需求。

据介绍，车载移动 CT 与
传统固定 CT（包括方舱 CT）
相比较，移动性强，可以有效
解决医院CT设备不足和避免
患者交叉感染的问题，能高效

应对疫情、灾情等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随时可使移动 CT 直
达现场，实现远程影像诊断
功能。

该移动 CT 车被称为“移
动三甲 CT 室”，利用 5G 网络
将成熟稳定的设备、高质量图
像与医院 PACS 系统结合，实
现在院前急救场景中对患者
的快速检查及诊断，并无缝对
接院内手术室、导管室等，加
强了医院急救体系建设，提升
了院前急救能力。 （吴先群）

疫情防控添“硬核实力”
赣州市首台车载移动CT投入使用

在上饶市广信区人民医
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党员志
愿者罗馥兰正忙着解答患者
就 医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各 种 问
题。该“一站式”服务中心是
综合服务窗口，可以提供医保
报销、办理出入院、医患沟通、
出生医学证明、病例复印等服
务，旨在让患者“只进一次门，
只跑一次路。”

这是广信区人民医院深
入实施“党建+医疗服务”的生
动缩影。近年来，该院党委积
极疏解群众就医过程中的堵
点问题，致力于提升医疗技术
水平、改善就医环境、推进智
慧医院建设，让群众获得更为
优质、舒适的医疗服务。在改
善群众就医体验方面，该院借
助信息化技术，推动智慧医院
建设，提供诊间结算、床旁结
算等服务，让患者少跑腿；设

立转运中心，为行动困难的患
者提供免费转运服务；建立回
访机制，由医生对出院患者定
期进行回访，并对回访结果定
期通报；加强窗口建设，简化
服务流程，提高硬件自动化程
度，缩短检查报告等待时间，
为患者提供方便、高效、快捷
的服务。

在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方
面，该院以“五大中心”建设为
抓手，推进心血管内科、心血
管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急诊、ICU、消化内科等学科的
建设；大力发展亚专科，实行
专病专治，成立了介入科、疼
痛科、营养科等学科，助推诊
疗水平的提升；积极引进新技
术、新项目，微创手术、介入手
术比例逐年上升，精准医疗迈
上新台阶。

（张 霞 叶睿婧）

近年来，上饶市妇幼保健
院党总支以提升基层党组织
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为主线，深入实施“党建+人
才”“党建+学科建设”“党建+
医疗服务”，努力为妇女儿童
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优
质医疗服务。

该院党总支严格坚持党
管人才的原则，不断充实人
才队伍，引进专业技术人员
324 人，为医院发展注入新力
量；开展“党员先锋岗”“党员
承诺践诺活动”“党员服务窗
口”等活动；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为小区居民提供
线上公益小课堂，为居民答
疑解惑。

与此同时，该院大力实施
“党建+学科”工作，重点学科
从零起步，发展至目前拥有在
建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中医
儿科）1 个、市级临床重点专
科 13 个；广泛采用腹腔镜、宫
腔镜和阴道镜等妇科内镜技

术，形成以微创为前提的妇科
手术治疗体系，成功施行多例
腹腔镜下巨大子宫肌瘤剔除
手术，独立完成了全市首例单
孔腹腔镜手术；首例试管婴儿
受孕成功，医院试管婴儿技术
填补了上饶市及周边区域生
殖领域空白。

在改善医疗服务方面，该
院以新院区的启用、“三甲”
医院的创建为着力点，提高医
疗质量，完善服务措施。设立

“一站式”服务中心，推出“六
有五心”贴心服务，真正做到
患者进门有人迎、挂号有人
导、就 诊 有 人 接、住 院 有 人
送、出 院 有 人 办、困 难 有 人
帮；就诊接待与他交心、就医
咨询让他放心、与患者交谈给
他耐心、解答困惑让他安心、
代办出院让他暖心；保证每
周开设一场以上孕妇学校课
或家长学堂课程，为 8000 多
名孕妇、家长提供孕期和育
儿指导。 （徐君辉 章子悦）

筑牢妇女儿童“健康屏障”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以党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侧记

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
——广信区人民医院“党建+医疗服务”见闻

南南昌市第三医院医昌市第三医院医
护人员为住院护人员为住院患者提供患者提供
医疗服务医疗服务。。 任 维摄

省精神病院组织住院患者自制化妆品省精神病院组织住院患者自制化妆品，，丰富节日丰富节日
生活生活。。 李 霆摄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开展核酸采样。何凌云摄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急诊二科护士刘丽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急诊二科护士刘丽
君君为患者敷药为患者敷药。。 邱佩君摄

3535名青年志愿者与省中西医结名青年志愿者与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党员志愿者一起参加志愿服合医院党员志愿者一起参加志愿服
务工作务工作。。 龙建新摄

南昌市第九医院犬伤南昌市第九医院犬伤
门诊为门诊为患者接种疫苗患者接种疫苗。。

张小芳摄

省皮肤病专科医院为患省皮肤病专科医院为患者者
提供就诊服务提供就诊服务。。 邓乐英摄

省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医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医
护们张灯结彩护们张灯结彩，，营造浓浓的营造浓浓的
过年氛围过年氛围。。 汪燕华摄

有人说，最难的是坚持，最苦的是等待，最美的是奉献。春节期间，我省广大医务工作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忘
医者初心和使命，坚守医疗服务临床一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哨卡，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这群“春节不归人”的忙碌身影，是这个节日里一道独特且温暖的风景线。新年伊始，本刊聚焦
这群“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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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守岗位担使命 ◎
腰穿置管、气管切开……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轮转的研究生吴博文每天都在反复这些
操作。除夕这一天，吴博文跟着老师坚守岗位，“虽然
科室工作忙，但跟着一群优秀的老师学习，让我受益
匪浅。”

“因为实验需要，今年春节我不能回家。老师来到
实验室仔细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和实验情况，并鼓励
我克服困难，努力做好科研工作。”该院口腔医学专业
研究生刘茂朋坦言，导师在专业上的精益求精、科研上
的钻研精神令他印象深刻。

“春节期间，医院的许多医护老师都坚守工作岗
位，让我们这些‘准医生’进一步体会到了医务工作者
的责任与担当。”在该院儿科轮转的研究生孙会超说，
虽然过年不能回家，但跟随老师查房学习，度过了一个
特别有意义的春节。

“作为一名研一学生，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
要抓住每次学习机会，学好基础知识，练好临床技能，
提高专业素养，努力回报社会。”该院神经内科研究生
唐金财说。 （邹亚群）

◎ 多学科联合救治产妇 ◎
大年三十，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到处都洋溢着喜庆

的节日氛围，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东湖院区手术
室里却异常紧张。38岁的孕妇桂女士因前置胎盘3个
月转入该院产科，经急诊MRI诊断为中央型前置胎盘
伴胎盘植入，情况危急。

该院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联合麻醉科、手术室及
泌尿外科等相关学科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对患者施行剖
宫产，手术进展顺利，成功保留了产妇子宫，母女平安。

近年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产科积极推广多
学科诊疗，成功救治众多省内转诊的危重孕产妇，如：
羊水栓塞、难治性 DIC、产后出血并发多脏器功能衰
竭、凶险型前置胎盘、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重症胰腺
炎、重症肝炎、尿毒症、各类心脏病、主动脉夹层、颅内
出血）等。 （范 思）

◎“不负这身白衣”◎
“快，动静脉置管、补液升压、气管插管、心肺复

苏……”春节期间，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异常忙
碌，科室接近满负荷运转。

2月17日上午，该科值班医师黄翠兰发现一位患
者病情突然恶化。“主任，25床患者的下肢血运不好，小
腿张力高，末梢缺血严重。”黄翠兰立即打电话报告这
一危急情况。科主任杨春丽赶来发现，患者面临严重
休克、心跳快停的风险，须立即为其建立侧支循环。在
多学科通力协作下，该重症患者转危为安。

据了解，当时情况紧急，医护人员选择直接在 ICU
病房为患者做手术。病房里没有手术床，医生必须全
程弯着腰，也没有无影灯，光线不足，医生只能打着手电
照明，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手术取得了成功。

“既然身穿白衣，就要对每一位患者负责。”
杨春丽说，看到患者好转过来，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 （王荣胜）

◎“一定要把患者放在首位”◎
春节期间，省中医院疼痛科主任文武本来有调休

时间，但七天假期他都“泡”在医院。“很多患者躺在床
上，急需治疗，我实在放心不下！”文武说，想等患
者的病情稳定了，再回老家看看亲人。

19岁的小李去年8月被确诊为坏死性皮肌炎，出
现呼吸肌、肩胛肌等全身多处肌肉萎缩，患者非常痛
苦。大年三十，小李因为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医治疗。

“她因为呼吸肌萎缩，导致浓痰阻塞、发烧、肺部感染。
入院后我们对其进行了插管治疗，控制了肺部感染。”
文武说，春节期间，疼痛科接收了好几位重症患者，所
以新春佳节，他选择留下来陪护患者。

“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把患者放在首位。”文武介
绍，疼痛科治疗的疾病以腰颈椎病、癌症、偏头疼、月经
痛为主，治疗手段除了有针对性外，更要有温度，所以
针对疼痛科的患者，科室还会给予心理干预治疗，让其
得到全方位的治疗和照护。 （杨 萌）

◎“我们陪大家一起过年”◎
正月初一，7时30分，省肿瘤医院血透室医生刘颖

和往常一样去上班。“刘大夫，新年好！你今年又没回
去过年啊！”患者邹阿姨问候道。“是啊，今年提倡‘就地
过节’，我就没回老家，在这上班陪大家一起过年！”刘
颖说，她已经连续几年没有回去过年了，在她看来，患
者的健康比节日“仪式感”更重要，患者能按时来医院
透析治疗，比自己和亲人团聚还要开心。

在巡房时，刘颖接到患者家属电话，“我家老黄今
天不肯去医院，可以明天再去吗？”刘颖立马严肃地说：

“老黄已经两天没透析了，如果今天不来，担心他身体
无法耐受，一定要劝他按时来血透。”后来，老黄来到了
血透室，他老伴说：“老黄思想太顽固，认为大年初一就
来医院，会给家人带来不好的运气，就不肯来。”医护人
员对其评估后，发现老黄的体重比之前增长了 3.2 千
克，立即对他进行穿刺，连接管路血液透析治疗。“你按
时来透析，身体状态稳定了，才能给家人带来好运！”刘
颖对老黄说。 （潘 赟）

◎“春节和平时一样”◎
正月初二一大早，省胸科医院应急班人员接到介

入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许玉华的电话，急诊科接收了2位
咯血患者，需要立刻进行介入手术。

半小时后，医生江强、周圣瑜等医护人员快速到岗
并做好术前准备，历时3小时11分钟，2台大咯血介入
手术顺利完成，整个过程精、准、快，患者术后返回病
房，接受后续治疗。专家提醒，当出现咯血时，应保持
镇定，及时去医院介入科接受支气管动脉栓塞术。

“作为医生，坚守岗位是应尽之责。”许玉华说，正
是因为这份职业操守，才让他们有了“春节和平时一
样”的想法。而对患者来说，医护人员过节坚守岗位，
让他们多了一份安全感。 （胡永红）

◎ 守护健康“不打烊”◎
“主任，有位患者急性心梗，需要马上手术！”正月

初四13时，刚到家不久的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心血
管内科主任方正旭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立即返回医院
带领团队为患者施行手术，经抢救，患者闭塞的血管成
功打开。

正月初五 18 时，正在吃晚饭的方正旭手机再次
响起，“主任，急诊科送来一位患者，考虑是心梗。”

“好，通知心导管室，马上手术。”方正旭放下手中的
碗筷立即赶往医院，经过医护团队的通力配合，手术
顺利完成。 （王丽丽）

◎ 特殊的年夜饭 ◎
虽然是大年三十，但在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还有

一些到医院就诊、做核酸检测、住院不能回家的
患者。为了筑牢疫情防控线，满足患者救治需
求，该院核酸采集点、发热门诊、体温检测点、门
急诊、住院部、医技、后勤等部门的上百名员工仍然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践行医者初心使命，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

为了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该院
为 580 多位住院患者及 100 多位员工免费提供年夜
饭。为了这顿年夜饭，该院膳食科提前准备、用心选
材、精心烹饪。由于不少老年患者行动不便，医护人员
将饭菜逐一送到病房并喂食。同时，医院领导还带领
相关科室负责人深入病区，向住院患者慰问并拜年，让
他们过一个温馨的春节。 （曹水军）

◎ 新年医患同“心”◎
正月初六，萍乡市中医院内三科邓子卡主任带领

心血管介入团队，为一位胸闷、心悸伴气短的患者施行
了冠脉造影术，手术非常顺利，为其后续治疗提供了有
力保障。

患者因胸闷、心悸伴气短症状入院，经检查，其肺
部双侧胸腔积液，为排除冠状动脉粥样病变引起的心
功能不全，待患者病情平稳后，专家团队与患者及其家
属进行了沟通，为患者施行了冠状动脉造影术。

据介绍，近年来，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
呈上升趋势，更有效、更精准的诊断手段为当前所
需，而冠脉造影术为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
病的有效方法，可以及时了解血管有无病变、病变
的部位及程度，为下一步治疗提供方案（介入、手术
或内科保守治疗）。

目前，萍乡市中医院已将冠脉造影术广泛用
于临床，2020 年，该院内三科完成冠脉造影及治
疗 30 余台。 （李 媚）

◎ 此心安处是吾乡 ◎
春节期间，九江市妇幼保健院不少外地的医务

人员“就地过年”并坚守岗位，守护着广大群众的身
体健康。

正月初四，在该院新生儿科，河南籍护士张会娜正
一丝不苟地护理婴儿。去年春节期间，她参加了江西
省支援湖北医疗队抗击疫情，今年春节响应“就地过
年”号召，依旧坚守岗位。

“抗疫成果来之不易，这不仅要靠国家，更需要每
一个人加倍珍惜，所以今年我没有回老家过年。”张会
娜说，医院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外地同事，有的甚至连
续好几年都没回老家过春节。

“虽然没有回老家与父母团聚，但也会时常通过微
信与父母保持联系，春节前母亲还特意寄来一大包酸
菜馅水饺，让我感受到了他们浓浓的爱！”老家位于辽
宁铁岭的护士刘硕说。 （杨 敏）

◎ 除夕夜为生命“守岁”◎
除夕夜，萍乡市人民医院住院病区的医务人员依

然坚守工作岗位，换班后，大家围坐一起，吃着外卖，迎
接下一个挑战。

由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急诊科医护人员面临着更
大的挑战，在院前急救、急诊、发热门诊，这群白衣天使
用实际行动恪守对医学的承诺。

“不管过什么节，我们排到谁上班就必须执行，家
里人早已习惯了我们的工作状态。”该院发热门诊值班
医生笑着说，在这个特殊的除夕夜，他和其他同
事一起为生命“守岁”。 （叶 芹）

在坚守中奉献
——我省广大医务工作者春节期间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