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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县是临近吉安市城
区距离最近的县之一，有些
乡镇群众到吉安县还要经过
吉安市城区。在这样的地理
环境下，吉安县人民医院想
要在夹缝中求发展，不得不
与市三甲医院同台竞争。

“想要‘虎口夺食’，打铁
还需自身硬。”吉安县人民
医院党总支书记聂春根介
绍，近年来，医院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在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改善医疗服务能力、信息
化水平等方面不断提升，年
门诊量、年住院人次、年手术
量、三四级手术占比等数据
都稳步增长，这是群众“用脚
投票”最好的佐证。

学科建设是医院发展的
基石。近年来，吉安县人民
医院不断加强专科化建设，
使 学 科 服 务 能 力 显 著 提
升。其中，该院呼吸内科被
评 为 吉 安 市 重 点 专 科 ，此
外，该院还培育了重症医学
科、肿瘤、骨科等一批优势
学科；重点推进“五大中心”
建 设 ，进 一 步 优 化 服 务 流
程、快速诊断、及时治疗，缩
短救治时间，提升了医院急
危重症救治能力。

与此同时，该院不断精
进医术，引进了一大批新技
术、新项目，推动了专科化建
设。比如，消化内科开展了
无痛胃肠镜及胃肠镜下治疗
技术；康复科成功为一例腰
椎间盘突出患者实施了后路
全可视化椎间孔镜椎板减压
髓核摘除术，填补了当地这
一领域的空白；ICU与普外科
通力协作成功治愈一例食管
破裂的患者，体现了专科治
疗能力和团队合作水平；开
设了门诊疼痛科，减轻了患
者上大医院的劳苦。

值得一提的是，吉安县

人民医院重点加强和南昌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省肿瘤医
院等省级医院的深度合作。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驻点
挂职吉安县人民医院执行副
院长、影像专家周莉说：“驻
点期间，我努力搭建好两院
之间的沟通渠道，快速提高
医院影像诊断能力和水平，
同时建立远程网络读片系
统，提高医院疑难病例的影
像诊断水平。”“我们按照‘培
训一批、带动一批、服务一方
’的目标，助推医院肝胆外科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新技术
新项目引进等方面提档升
级。现已开展肿瘤微波消融
和射频消融技术，并且成立肿
瘤MDT团队，通过远程会诊，
让当地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享
有省级医院专家团队的诊疗
意见。”省肿瘤医院驻点挂职
吉安县人民医院执行副院长、
肝胆外科专家徐国辉说。

为 了 让 群 众 看 病 更 便
捷、更舒适，近年来，吉安县
人民医院不断加快智慧医疗
建设，实现互联网与医疗服
务深度融合，改善群众就医
体验。该院实施了电子健康
码挂号、就诊工作，支撑公共
卫生服务、医疗服务、支付结
算、远程会诊等“互联网＋医
疗健康”服务新模式；充分利
用远程会诊系统，开展了疑
难病例远程会诊，提高了诊
疗技术水平。

“下一步，吉安县人民医
院还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加快医院住院大楼
（县残疾人康复中心）等项目
建设，同时进一步加强学科
内涵建设，打造品牌医院，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有更便
捷、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吉
安县人民医院院长肖建中
说。 （汪清林）

提升专科能力 打造医院品牌
——看这家县级医院如何从三甲医院林立中突围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发展聚
焦

6月5日，由江西省医学会精
神病学分会、江西医学会心身医
学分会主办，江西省精神卫生中
心、江西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研
究中心承办的“赣水之滨·第三
届精神医学论坛”在南昌召开。
来自全省400余名精神卫生工作
者齐聚一堂，探讨新形势下精神
医学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了
解国内外精神医学发展前沿，共
商精神医学之前景。

目前“赣水之滨”已成功举
办三届，成为我省精神医学学术
探讨、临床经验交流的顶尖盛
会。今后，“赣水之滨·精神医学
论坛”将继续携手省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共同探索精神医学的前
沿观点和临床实践，促进学科进
步、人才培养、向社会传播精神
卫生知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
健康，成为推动精神医学进步的
强劲后力。 （过江帆）

“赣水之滨·第三届精神医学论坛”举行

近期，南昌市青云谱区安全
有序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据了解，该区将疫苗接种点位由
原来的 3 个增加至 4 个，接种窗
口从原先的34个增加至64个，极
大地满足辖区居民接种需求，方
便接种点位附近居民就近接种，
减少其排队时间。

为保障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该区安排社区干部、派出所民警
提前到场维持秩序，确保接种现

场安全有序。此外，为减少居民
现场排队时间，该区发出公告，
告知居民应按照社区街道的统
一组织，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段
到指定接种点位接种，不要自行
前往接种。

目前，青云谱区在各接种点
位、各社区街道通过告示牌、LED
广告牌、微信群、朋友圈等多种渠
道进行广泛宣传，保证辖区居民
了解相关接种政策。 （胡雪菲）

南昌市青云谱区

多措并举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在全省率先设立绿色导行线，对 6 个预
防接种室实行统一标识，场地区域分隔清晰、
流程合理、导向标识明显……作为全省首家新
冠疫苗接种点，省人民医院预防接种室不断提
升新冠疫苗接种效率，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

自 2020年 10月 25日开展接种工作以来，
截至6月7日18时，省人民医院红谷滩院区已
累计接种 42151 人次，无一例严重异常反应。
据悉，该接种点前期主要承担全省重点人群、
省直事业单位、南昌市外籍人员等人群的接
种任务，随着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全面铺开，目
前已转向服务社区居民，全面保障第二针接
种按时到位。

有序高效

6 月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省人民医院红谷滩院区
预防接种室人流如织，尽管前来接种的人员很多，但
现场秩序井然。佩戴口罩的接种对象，沿着地面上的
绿色导行线，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接种流程，从接
受身份识别、知情告知，到登记、接种、留观……在各
项举措保障下，疫苗接种工作有序高效。

“最近一周有没有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您的
糖尿病是不是在稳定期？”“之前接种疫苗是否出现过
敏反应？”在该院预防接种室咨询台前，工作人员仔细
询问每位接种者的禁忌事项，对个人信息核对无误

后，志愿者引导市民有序排队注射新冠疫苗，接种流
程实现单向流动，避免交叉往返。

“我是上午 8 时 50 分来的，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
接种，整个过程很顺畅，效率很高。在排队时，就不断
有医护人员为我们介绍接种流程，给予温馨提示，服
务真的很到位。”和爱人一起来接种疫苗的李女士说，

“我的丈夫有几种慢性病，医生得知后，详细询问了丈
夫的身体状况和用药情况，量过血压，及时给出接种
意见，他们的高效服务让人好暖心！”

无私奉献

预防接种室高效运转，离不开医护人员的辛苦付
出。作为预防接种室的“总指挥”，该院预防保健处处
长龚震宇每天早上 7时前便要赶到医院，对各个环节
进行安排部署。“连轴转、全场跑”是这名协调者的工
作常态，虽然活动区域不大——主要在预防接种室，
但每天步行都要超过 1 万步，这样的工作状态，他已
坚持了8个月。

“正常的接种时间是‘朝 8 晚 5’。但为了方便市
民接种，我们医护人员必须更早来院做好准备工作，
晚上也经常要到很晚才能回家。”龚震宇说，接种新
冠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只有做好全民接种，才
能尽快形成免疫屏障。

为了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该院抽调了 13 名
专职医护人员（其中医生3人、护士10人）参与接种工
作。今年32岁的罗燕是该院 ICU的护士，已怀孕7个
月。今年 2 月，她被抽调到预防接种室工作，平均每

天要接种上百人。开冰箱门取疫苗、信息核对、提醒
注意事项、打针、手消、开始下一轮接种……每天重复
上百次的手消，让她的手经常过敏。作为去年援鄂护
士、全省抗疫先进个人，她早已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工
作。为了不耽误接种工作，工作前她不喝太多水，在
岗位上一守就是数小时。

防控疫情

“我们对所有接种人员均进行了岗前培训，内容
涵盖疫苗接种免疫程序、操作实施、禁忌症掌握、常见
反应表现和处理方法、信息系统操作等知识和技能。
接种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能持证上岗。”龚震宇说，
对于不同的接种对象，应急处理方式都不一样。“安全
比接种还重要。”他说道。

据介绍，目前，市民接种的新冠疫苗大多是全病
毒灭活疫苗，是通过一定方法使新冠病毒失去感染性
和复制力，同时保留能引起人体免疫应答活性而制备
成的疫苗，这种传统的疫苗制备方式非常成熟可靠。
除了疫苗注射，该院还加强疫苗储存、运输、接种的管
理，确保疫苗全程冷链运转、安全有效。

“高质量完成疫苗接种任务，持续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该院负责人表示，实施新冠疫苗接种是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举措，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迫切
需要。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省人民医院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医疗服务，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
保了院内患者及家属、医务人员和保健对象“零发
病、零感染”。

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省人民医院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纪实

□ 吴舒琴 罗昭淦

6 月 1 日上午，南昌市洪都中医院组织党员医护专家走进江西
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以“转作风 优环境”为主题的健康义诊
活动。 郭迪文摄

“我终于不用再忍受疼痛，能像正常人一样
走路了。”近日，一位被左髋关节疼痛折磨长达50
年、下肢短缩近10厘米的患者，在萍乡市人民医
院手术室接受了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术后，有效
改善了他左下肢短缩畸形，跛行步态等问题。

为患者做手术的是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戴
尅戎院士工作站李慧武教授。自中国工程院院
士戴尅戎院士工作站落户萍乡市人民医院后，
该院关节外科与上海九院骨科加强交流合作，
院士专家团队成员定期到该院进行指导，开展
临床手术、学术讲座、技术帮扶等工作，联合培
养高层次医学人才，有效推动了萍乡市人民医
院骨科的高质量发展，更对萍乡地区的骨科发
展起到了促进带动作用。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骨科是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对骨科疑难、复杂、危重疾病的诊疗处于
先进水平，临床特色及在全国新技术、新方法和
新理念上处在引领位置。

“自2018年以来，我们科室多次与院士专家
展开联合攻关，有效地解决了高难度手术的技
术难题，降低了手术风险，使更多卧床患者重新
站了起来。”该院关节外科副主任贾芝和表示，
依托院士“智囊团”，该院完成多类如关节翻修、
强直膝关节置换、肿瘤髋关节置换等高难度手
术，在肩关节、肘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疾病关节
镜诊疗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组建老年骨科、足
踝外科、骨与软组织肿瘤等亚专科团队。其中，
关节置换、运动医学等亚专科位于市内领先水

平，膝关节置换手术病例数 DRGs 常年保持在全省前三，
今年三四月份位居全省第一。

“我们还将加强与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合作，建立萍
乡首个3D打印创新研究分中心，为萍乡及周边地区患者提
供数字化、个体化、精准化、网络化的医疗服务。”该院关节
外科党支部书记彭小龙如是说。 （叶 芹 黄依婷）

持续推动技术创新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作为我省
唯一一所公立三甲眼科专科医院，为进
一步适应眼科亚专业发展的大趋势，更
好地为患者服务，早在 2012 年医院成
立之初，便设立了眼眶病眼整形科，并
分为眼眶病眼肿瘤、眼整形、眼外伤三
个组。该学科的成立，让相关疾病在临
床治疗和科研上有了系统的诊治标准，
做到专病专治，每年为全省 1000 余例
的眼眶病、眼外伤患者解除了痛苦，重
现了光明。

专病专治只是起点，紧跟行业发展
趋势，不断深入医疗技术的研究和探索，
建设省内领先学科才是目标。近年来，
该学科持续强化医疗特色优势，以技术
创新为核心动力，实现了多个江西“首
创”。2014 年开展了省内首例内镜下鼻
眶沟通性肿瘤切除术；2015 年完成了省
内首例内镜下经鼻眶尖肿瘤摘除术；
2017年开展了省内首例甲状腺相关性眼
病内镜下经鼻腔入路眶深部减压术；同
年，还成功为 40 天大的女婴实行内镜下
经下鼻道鼻泪管造袋引流术，这是省内
最小实施该手术的患者……这些高精尖
手术，均是围绕“微创、精准”为导向的新
技术，是近年来科室一直努力创新的方

向，从而造福于省内眼眶病眼外伤患者。
除了诸多省内“首例”，该学科特色

技术还包括 3D 打印联合导航内镜在眼
眶骨折中的应用、内镜下经鼻入路泪道
手术、玻璃体切割术及人工玻璃体球囊
植入术在复杂眼外伤中的应用等，部分
技术填补了我省空白。

人才助推学科发展

成绩斐然的背后，始终有一个人在
默默付出——该院副院长、眼眶病眼整
形科学科带头人廖洪斐教授。

今年 53 岁的廖洪斐，已经从事眼科
工作30年了。他常这样说自己的从医初
心：“喜欢做眼科医生，喜欢显微镜下的
世界。”28岁，他凭借《新型可转动义眼座
连体的研制和临床应用》获得江西省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33岁，破格晋升到副教
授、副主任医师；35 岁，破格晋升到正高
职务；获得江西省防盲先进个人等荣誉
称号；如今，他在眼眶病眼整形专业领域
兼任全国性的多个职位，如中华医学会
眼科分会眼整形眼眶病学组委员、中国
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全国常委等。

“科室能有现在的成绩，和团队密不
可分。”廖洪斐说，该学科近三年培养博
士６人，硕士 20 余人。学科团队发表的

论文《不同手术方法治疗眼眶深部海绵
状血管瘤的效果分析》，被中华医学会眼
科学分会眼整形眼眶病学组评选为 2018
年我国眼整形眼眶病十大进展，为江西
该学科领域唯一入选的研究。

让医疗资源下沉

在廖洪斐的推动下，该学科还开展
眼科内镜培训班，并成立我省唯一一家

“眼科内镜微创技术培训基地”，为基层
培养了一批可以开展内镜手术的医生，
让新技术真正落地在基层。同时，畅通
双向转诊通道，眼外伤急诊患者、疑难眼
眶病患者就医不再难。

目前，该学科通过承办中华医学会
眼科学分会眼整形眼眶病学术大会，开
展眼眶病、眼整形、眼外伤相关的国家级
和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让越来越多的
省内外专家和基层眼科工作者参与进
来，分享新技术，有力带动我省眼科事业
发展。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该学科
将继续努力，不断拓展眼眶领域高精尖
手术，让我省老百姓在家门口能够看好
疑难眼病。下一步，该学科力争成为区
域性眼内镜培训基地，为发展眼健康事
业作出更大贡献。

创新助推眼眶领域精准医疗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眼眶病眼整形科发展侧记

眼眶疾病，尤其是

眼眶肿瘤、眼眶外伤、

甲状腺相关性眼病，不

仅损害患者面部外形

和视功能，严重时还会

危及生命，属于眼科的

疑难杂症和急危重症。

令人欣慰的是，作

为我省此专业领域的

先行者，南昌大学附属

眼科医院眼眶病眼整

形科经过多年的积累，

诊治水平已位列全国

第一方阵，在全省处于

领先水平，形成了以眼

眶肿瘤、眼外伤的手术

治疗、甲状腺相关性眼

病的综合治疗、眼部整

形美容的手术治疗为

主的专科特色。

日前，南昌大学口腔医学院校友陈启锋教授
回馈母校，捐赠价值 30 万元的“活动翼矫治器”。
随后，陈启峰教授及其团队还开展了“活动翼矫治
器”的临床应用和培训，希望依托母校，发扬新型
矫治技术，造福我省广大正畸患者。

据介绍，“活动翼矫治器”是由陈启锋教授历
经10余年自主研发的。相比临床传统的固定矫治
器，具有矫治时长短（6 个月左右）、不适感低等优
点，该矫治器拥有无限潜力，亟待推广。

“由于活动翼矫治技术在国内仍属新理念、新
技术，目前仅有较少的省份开展了相关技术，所以

此次获得捐赠活动翼矫治器，对我省口腔正畸专
业而言，是一个提升、超越的契机。”南昌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负责人表示，作为我省唯一的三级甲
等口腔专科医院，全省口腔临床医学的示范基地、
口腔医学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口腔疾病诊疗新技术
的孵化基地，该院一直代表着江西口腔学科与技
术的最前沿，引领江西口腔学科的发展。下一步，
该院将率先在省内开展活动翼矫治技术的临床投
入，组织基层医生培训新技术，推动我省口腔正畸
专业进一步快速健康发展，辐射周边区域，更好地
造福我省广大患者。 （周永龙 廖正宇）

“活动翼矫治器”助力我省口腔正畸技术发展

6 月 4 日，省儿童医院眼科开展爱眼护眼
健康知识宣教、眼科疾病义诊等一系列活动。

魏美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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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中山大学附属南昌医院（南昌市
第一医院）组织党员干部赴瑞金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并在瑞金市妇幼保健院举行义诊活动。

张晶津摄

▲

▼

□ 吴舒琴

医界 家名
YI JIE MING J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