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团队
为一位脐膨出囊膜破裂、肠管裸露在外
的新生男婴行急诊手术。目前，患儿生
命体征平稳。

据了解，章先生的妻子在孕中期产
前 B 超检查中发现胎儿患有脐膨出，一
家人随即前往省儿童医院进行产前咨
询。该院新生儿外科副主任医师陈快经
询问病情及查看检查结果，考虑胎儿患
有新生儿脐膨出，属于先天性腹壁发育
畸形。该病发病率为1/5000至1/10000，
多为男性，病因目前尚不清楚。陈快建
议章先生一家等胎儿出生后再进行修补
手术治疗，此前该院也成功救治了不少
此类病症的新生儿。

3 月 8 日，在其妻子分娩后，章先生
立即将宝宝送到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
科。该科接诊后，发现新生儿的脐膨出
囊膜已经破裂，肠管裸露在外。同时，由
于新生儿出生后哭闹、排泄等原因，其
肠道内产生大量气体而出现膨胀，导致
没有足够空间使膨出物一次性收纳回
腹内。针对此情况，新生儿外科随后联
系麻醉科、手术室等科室，共同为患儿
开展急诊手术。

据了解，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是
国内较早的新生儿外科诊疗机构之一，
可以治疗各种新生儿先天性疾病。医
生提醒，产前诊断、早期发现、及时干预
是防止新生儿病情恶化的关键，发现异
常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小儿外科就诊及
治疗。 （章丽萍 魏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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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东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搭建学校结核病防控平台

为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治工
作，南昌市东湖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积极与全区各学校联动，建
立工作联系群，搭建东湖区学校
结核病防控平台。

据了解，该中心通过传染病
疫情专报系统及学校因病缺课
登记措施全面监测发病情况，一
旦发现结核病报告，第一时间对
患者进行有效控制及规范治疗，
对校内学生病例密切接触者及
时开展症状问诊、结核菌素筛

查、胸片检查等，以有效阻断肺
结核病的校内传播。

此外，该中心科学指导学
校，通过主题活动、健康讲座、开
班会等方式，在师生中开展丰富
多彩的宣传教育；通过落实疫情
监测、病因追踪、健康教育等综
合防控措施，保持学校肺结核聚
集性疫情零发生，确保师生远离
结核病危害，创造更好的健康校
园环境。

（王信颖）

南昌市第三医院
开展廉政查房和服务查房

日前，南昌市第三医院纪委
到临床科室开展廉政查房和服
务查房，采取问卷调查、资料查
询、个别访谈、知识测试等方式，
监督检查科室落实“一岗双责”
情况、行风情况以及廉政情况。

据了解，该院纪检部门积极
开展行风监督，对工程招投标、
人员招聘、院内议价等廉政风险
环节进行监督，确保用权公开公
正，不断增强监督实效；每月进
行重点监控药品的处方点评，点

评病历，通过院周会、合理用药
系统进行通报；每月针对不合理
处方、违反医保规定、输血规定、
病案质控考核不达标等各类违
规违纪情况进行通报。

同时，该院成立专门的投诉
中心，在醒目处公布投诉电话，建
立定期分析、纠错机制。针对患
者的投诉，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与
患者耐心沟通、协调，帮助处置诉
求，确保患者投诉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着落。 （占雪琴 任 维）

省肿瘤医院
成功施行自体大隐静脉移植术

近日，省肿瘤医院成功为一
位患者施行了自体大隐静脉移
植术。目前，患者恢复良好。

据介绍，患者于 5 年前发现
右腘窝有一肿块，经多方治疗后
又复发，辗转来到省肿瘤医院，
被确诊为右腘窝滑膜肉瘤术后
复发伴肺转移。“滑膜肉瘤是一
种软组织恶性肿瘤，典型症状就
是肿块、疼痛和活动受限。自发
病以来，患者常年忍受疼痛折
磨。”该院骨软科主任陶志伟介

绍，患者的肿块包绕血管，分离
起来困难重重，做手术存在较大
风险。

经会诊，专家决定为患者施
行右腘窝病灶扩大切除术+自体
大隐静脉移植术+血管吻合术+
血管神经探查术。手术非常顺
利，肿块完整切除，并成功完成自
体大隐静脉移植。据了解，近年
来，陶志伟团队不断钻研技术，攻
克过多种疑难杂症，成功开展了
一系列重大手术。 （张亚鹭）

3月8日，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瘢痕专病门诊正式开诊，为爱美
的女性以及因瘢痕而苦恼的患
者带来了福音。

当日一大早，瘢痕专病门诊
迎来了第一位患者。患者今年
30岁，他小时候左手因为烫伤严
重变形，经过6次手术之后，虽然
手部功能已基本恢复，但食指和
中指之间的连接处因瘢痕导致
皮肤过紧，既影响美观，又影响
活动功能。

据了解，外伤、烧烫伤、痤
疮、手术等都有可能形成瘢痕。
瘢痕可以分为表浅性瘢痕、增生
性瘢痕、萎缩性瘢痕以及疤痕疙
瘩。这些瘢痕除了有碍美观，还可
能引起感染、皮肤病甚至癌变等。
同时，对患者的心理也会造成一定
的影响。省皮肤病专科医院单独
成立瘢痕专病门诊后，将组建专家
团队，通过手术或非手术方式，为
瘢痕患者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综
合性治疗服务。 （叶 杰）

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开设瘢痕专病门诊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举办首次眼底病学术沙龙

为提高基层眼科医生对眼
底病新进展的认识及诊疗水平，
日前，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召
开首次眼底病学术沙龙，省内相
关医院的眼科专家齐聚一堂分
享经验，交流体会。

在会上，该院眼底病科团队
作病例分享。副主任刘莉莉讲授
了抗VEGF药物之间换药的临床
研究现状，刘秋平博士分享帕金
森病患者硅油取出术后眼内炎的
病例，主治医师赵曜分享特殊的

眼内炎病例。翔实的病例分享引
发现场热烈探讨，大家纷纷提出
临床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一步
明确了诊治原则和方案选择。

该院副院长（主持行政工作）
游志鹏在案例点评时说，对于眼科
手术而言，术后并发症特别是眼内
炎比较棘手，通过学术沙龙等系列
活动，搭建起我省眼底病专科的良
好沟通平台，进一步提高了基层眼
科水平，让我省更多眼底病患者得
到及时的诊治。 （黄珊珊）

带来全新就医体验

患者不动专家动，患者只需要挂一个号，将会有
多个专家共同问诊。近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多
学科疑难病门诊以崭新的面貌迎来第一批坐诊的专
家团队。

顾名思义，多学科疑难病门诊主要收治病情复杂、
单个学科难以治疗的患者，申请该门诊的患者主要涵
盖这几类：患者有多处不适，不知该去哪个科就诊；多
次就诊，仍不能明确病因者；诊断明确，后续治疗涉及
多个专科或治疗效果不佳者；疑难疾病及罕见病患
者。符合以上一项或多项的患者，可申请多学科会诊。

据该院门诊部负责人江亦明介绍，在传统治疗模
式中，一些疑难病患者往往有可能多次转诊、重复检
查，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患者一旦进入多学科疑难

病门诊模式（MDT），可接受来自多个相关科室专家的
评估，量身制定治疗方案。不但让患者不用奔波于各
科室，缩短从诊断到治疗的时间，而且让患者在最短的
时间接受最优的个体化治疗，这是MDT区别于传统治
疗模式的主要优势。

对医生来说，MDT可以让其从专科思维向整合思
维转化，提高对疑难疾病的诊断能力和救治水平。在
科研上，也有助于相关诊疗标准的发现及探讨，可促进
临床新技术的开展。

诊疗个体化精准化

据介绍，多学科诊疗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欧美国家开始在肿瘤领域应用MDT。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主任熊建萍
介绍，MDT 从住院部前移到门诊，和医院学科发展有
关。目前，亚专科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以该院肿瘤
医学中心为例，随着患者疾病谱的改变，各系统肿瘤疾
病增多，肿瘤医学细分出了消化肿瘤科、胸部肿瘤科、
头颈肿瘤科、肿瘤介入微创科、乳腺肿瘤科等8个亚专
科，亚专科分得越细，医生对细分领域研究就越深，但
学科之间存在技术壁垒，专科医生对多系统、多种疾病
的患者治疗时会很局限，这就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

“现代医学提出要‘以疾病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
心’转变，对诊疗个体化、精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熊建萍教授举例说，恶性肿瘤有手术治疗、放射治疗、
化学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介入治疗等多种治疗
方式和手段，对于特定患者该采取哪种治疗方式，不同

治疗方式顺序如何，这都需要多学科专家对患者进行
综合评估，给予患者个体化、精准化的诊疗方案。此
外，肿瘤疾病是慢性病，也是老年病，患者多伴有其他
基础病，除了肿瘤科医生，还需要心血管、神经系统等
相关专家支持，让患者获得更优的治疗。

让患者受益最大化

作为省内规模最大的三甲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在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中，不断创新
多学科诊疗模式，回归大型三甲医院应有的功能定位，
即充分发挥其在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诊疗等方面的骨
干作用。目前，该院已成立 107个多学科团队，涉及肿
瘤科、消化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等20多个临床科室。

目前，该院多学科疑难病门诊实现了“一站式”便
捷诊疗服务，对患者开通绿色通道，让其享有优先挂
号、交费、优先抽血、优先检查等服务。接下来将形成信
息化、科学化、合理化的多学科联合门诊规范运行机制
和质控体系，同时加强门诊多学科会诊的信息建设，并
利用信息系统完成对MDT工作运行的各项指标评估。

下一步，该院还将借助互联网医院平台，推广
MDT“云诊疗”，进一步扩大MDT外延服务，提高服务
时效性与患者满意度。比如，该院肿瘤医学中心与省
内大多数县级医院建立协作，线下共享高端放疗设备，
对基层肿瘤医生进行免费培训；线上解决疑难病例的
诊断，规范肿瘤治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让患者受益
的同时，也推动分级诊疗落到实处。

让看病“一步到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通多学科疑难病门诊

□ 汪清林 熊岩涛

母婴之福地

3 月 9 日上午，来自鄱阳县的王女
士产下了一个宝宝。“年龄大，患有妊
娠糖尿病，倘若处理不及时，情况非常
危险。”谈起这次分娩，今年 38 岁的王
女士感叹，幸亏有医护人员的精心施
治，才让她俩母子平安。

在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这样的
感动每天都在上演。“流程规范化、学
科专业化、服务暖心化，这就是我们产
科的魅力所在。”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
负责人表示，产科开展了围产期保健、
产前诊断、高危妊娠诊治、产科危重症
抢救，让产妇在医院分娩不仅舒心，更
安心。

“我们医院的分娩量占景德镇市
区分娩总量的 45%。”该院产科主任蔡
小琴说，产科设有产前病区（产前科、
待产室、产房）、产后普通病区及产科
优质病区，引进了无创分娩镇痛仪，开
展“一对一”导乐陪伴分娩，能够为产
妇提供安全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在

产房，有产科医生、助产士、麻醉师、新
生儿科医师组成的技术精湛的多学科
团队，为母婴安全“保驾护航”。

近年来，该院产科在技术提升、规
范管理、亚专科建设、特色门诊等方面
协调推进，实现“保健功能发挥更强，
专科特点更明显，专业发展更精深”的
发展目标。

生命速救援

“真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感谢
妇保的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说起
去年那次凶险经历，家住乐平市的汪
女士至今仍十分后怕。“死胎、重度子
痫前期并发 HELLP 综合征、瘢痕子
宫”，每一个名词都牵动着在场医护人
员的心。面对来势凶猛的病情，该院
产科团队立即启动危重孕产妇抢救应
急预案，组织多科室会诊并立即进行
急诊剖宫产手术。经过紧急抢救，患
者转危为安。

随着高龄、高危孕产妇不断增多，

给妇幼保健机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产后出血、羊水栓塞、子痫、胎盘早剥、
凶险性前置胎盘、脐带脱垂等危急重
症时有发生。面对凶险病情，该院产
科团队一次次与“死神”赛跑，将产妇
从“死神”手中抢过来。2020 年，该院
孕产妇死亡率为零，为孕产妇筑起了
一道坚实的生命防线。

羊水栓塞被称为“产房的噩梦”。
但是，在该院产房，这个“噩梦”不再那
么恐惧。该院负责人表示，对于高危
孕产妇，产科从围产期开始加强管理，
及时监测，确保母婴处于安全状态。
对于一些危急重症孕产妇，医院组建
了由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儿科、护
理等科室专家组成的多学科诊疗团
队，全力确保母婴安全。

服务暖心底

温馨的住院环境，贴心的护理服
务……在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每一
位产妇都获得了亲人般的对待。

“我们始终以产妇为中心，全程、
全心呵护她们的安全。”该院产科负责
人说，在特色服务上，产科分为产前、
产时、产后三个专业学组，不断提高助
产技术和人性化服务水平。同时，为
保证产时保健的效果，还把工作的起
点从产时向产前延伸，在孕妇学校开
展分娩准备教育，帮助孕妇树立自然
分娩的信心。

与此同时，该院还打造了优质病
房，可以满足孕产妇及其家属对医疗
护理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享受到家
一般的舒适、舒心。对于出院的产妇，
该院积极做好产后电话随访工作，同
时指导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上
门随访，解决新妈妈们在养育孩子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将优质服务延
伸到家庭。

此外，该院产科积极开展孕产期
健康教育，不仅走进农村、社区开展义
诊和健康咨询，还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微博、网站、抖音等推送优生优育、科
学孕产的知识。

倾心守护母婴安全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发展侧记

在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产房，每年有3000多位“毛毛”呱呱坠地，开启生命新旅程。近年来，景德镇市
妇幼保健院着力提升产科高危妊娠诊治和危重症救治能力，学科实力逐年上新台阶。如今，该院产科在当
地声名远扬，成为准妈妈生孩子的“首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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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饶市中心血站将
党建工作与采供血工作紧密融
合，通过党员带头献血、开展相
关志愿服务活动，筑牢采供血安
全“防护墙”。

据了解，该血站采取“党员
带头”方式，由每位党员负责一
个片区，将献血服务精细化，先
后开展了“我把热血献给党”“我
是党员我带头”等活动，设立志
愿服务岗，形成一支固定的志愿
服务队伍。同时，该血站积极提

升服务水平，大力整合现有资
源，积极搭建志愿服务平台，开
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活动，并
结合“无偿献血讲座进学校”等
主题，将群众“请进来”，让无偿
献血“走出去”。

下一步，该血站将在献血宣
传、用血管理、科室建设等方面
持续发力，完善信息化、精细化
管理模式，通过创建特色党建品
牌惠及民生。

（章子悦）

上饶市中心血站
筑牢采供血安全“防护墙”

□ 廖晓生 何凌云

日前日前，，省胸科医省胸科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务人员与门诊心医务人员与门诊
医技党支部志愿者医技党支部志愿者
深入南昌市党家巷深入南昌市党家巷
社区联合开展家庭社区联合开展家庭
医生进社区签约活医生进社区签约活
动动。。活动中活动中，，医务人医务人
员与居民签约员与居民签约、、并为并为
居民进行免费健康居民进行免费健康
体检体检、、发放药品等发放药品等，，
还现场传授中医防还现场传授中医防
病的相关知识和养病的相关知识和养
生方法生方法。。 赵 颖摄

随着医院分科越来越细，病情较为复

杂的患者往往要辗转多个科室，不仅看病

时间长、治疗不及时，还增加了患者就医

成本。为了让更多的疑难病患者及时得

到准确的诊断和最优化的综合治疗，近

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通了多学科

疑难病门诊，针对就诊的疑难病患者，由

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诊疗，以制定更系

统、更全面、更优化的诊疗方案。

33 月月 1313 日日，，萍乡萍乡
市第八届乡村旅游市第八届乡村旅游
文化节暨莲花县第文化节暨莲花县第
十一届油菜花节在十一届油菜花节在
吉内得国家稻田公吉内得国家稻田公
园启动园启动。。在现场在现场，，萍萍
乡市中医院开展了乡市中医院开展了
义诊活动义诊活动，，专家为群专家为群
众提供了中医号脉众提供了中医号脉、、
推 拿 按 摩推 拿 按 摩 、、中 药 膳中 药 膳
食食、、膏方定制膏方定制、、针灸针灸
疗法等免费诊疗和疗法等免费诊疗和
健康指导健康指导。。 唐 亮摄

近日近日，，南昌大南昌大
学第四附属医院学第四附属医院
胸心血管外科医胸心血管外科医
护团队为一位患护团队为一位患
者施行了胸腔镜者施行了胸腔镜
下肺癌根治术下肺癌根治术，，手手
术 耗 时 短术 耗 时 短 ，，出 血出 血
少少，，术后当晚患者术后当晚患者
即可下地活动即可下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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