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日前，，省儿童医院的志愿者们在红谷滩院区开展了省儿童医院的志愿者们在红谷滩院区开展了““预防龋齿预防龋齿，，保护口腔保护口腔””涂氟防龋公益活动涂氟防龋公益活动，，为为33至至
66岁学龄前岁学龄前、、对氟化物不过敏的儿童免费涂氟对氟化物不过敏的儿童免费涂氟，，同时提供口腔健康检查同时提供口腔健康检查。。 刘伟华刘伟华摄摄

J i an
K a n g

健康健康广广角角

本报讯（陈丽燕 詹宇亮 朱虹岷）
近日，省人民医院党委委员、省心血管
病医院院长洪浪团队联合心内科、心
脏外科、CCU、心脏彩超、麻醉科、放
射科、介入护理等多学科合作团队，采
用经心尖入路，成功为一位重度主动
脉瓣关闭不全合并心衰的患者植入
J-Valve 瓣膜。该手术为我省首例由
心内科团队主导完成的经心尖入路主
动脉瓣置换术（TAVR），也开启了该
院心内科主动脉关闭不全微创介入治

疗的新篇章。
据介绍，68 岁的患者两个月前出

现食欲减退，伴有胸闷、心慌、气喘等
不适，活动后症状加重，全身乏力、冒
冷汗。今年 7月患者被收入医院消化
内科，后因病情需要转入心内四区。

“因患者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
外科换瓣手术风险极高危，药物保守
仍反复心衰，只能通过介入手术治
疗。”专家介绍，患者左室流出道、主动
脉瓣环、主动脉窦均严重扩张，目前常

用的经股动脉入路瓣膜尺寸无法进行
铆钉植入，因此团队术前讨论时决定
施行经心尖入路进行介入手术，由于
该患者术前心功能非常差，需提前准
备好体外膜肺氧合（ECMO），术中一
旦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立即植入。

术中，手术团队顺利为患者置入
J-Valve介入瓣膜，术后再次造影及食
道彩超确认瓣膜位置良好，血流动力
学平稳。目前，患者在多个团队的医
护人员精心照护下，已顺利出院。

本报讯 （过江帆）“素雅的
丝绢，披在婕妤的身上，半点零
落的星光璀璨了忧伤……”这
是省精神病院住院患者张强
（化名）写给该院五病区医护人
员的一首“藏头诗”。

23岁的张强因感情双相障
碍于 3年前入住江西省精神病
院。3年来，他得到了医护人员
无微不至的关爱。病情好转的
他，决定用一首诗歌对医护人
员表达感谢。他把医护人员的
名字巧妙地嵌在诗歌中，字里
行间透露出诉不尽的感谢，更
透射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这首题为《月下出塞曲》
的诗歌融入了医院 30 多位医
务人员的名字，一笔一划，工
工整整，张强写得很用心，更
用情，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哼
唱起来。

“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和
追求，也很想通过自己的一举
一动实现自我价值。”该院儿

少科护士说，为此，医护人员有意让张强
组织娱乐活动，自编自导节目，带动其他
患者积极参演节目。同时，医护人员还
会把他写好的诗词贴在墙上，鼓励其他
患 者 向 他 学 习 ，也 让 他 感 觉“ 小 有 成
就”。在医护人员的鼓励下，张强的文字
能力得到了尽情发挥，词曲、诗歌、散文、
小说……张强的十几份手稿，承载了他的
精神世界，更寄托了他的梦想。

其实，刚入院的张强并没有像现在这
样阳光、乐观，更多是恐惧、灰暗。“有时很
亢奋，有时很消沉，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省精神病院儿少科相关负责人说，3 年前
张强入院后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但发
病史已有10多年，经过系统、持续治疗，张
强的病情明显好转。

受传统观念影响，精神疾病患者会有
很强烈的病耻感，害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眼
光。精神疾病患者需要得到更多关爱，需
要被肯定，需要被接纳。因为，他们只是生
病了，但他们每个人都有闪光点。等病好
了，他们当中很多人能够回归家庭、回归社
会，也能够发光发热。

省人民医院成功施行经心尖入路主动脉瓣置换术

一
首
﹃
藏
头
诗
﹄
一
份
感
恩
情

全民“免疫”疾控担当

做慢病患者的“贴心管家”
——宜春市人民医院成立赣西首个慢病管理中心

龙 奕 胡 莎

近期，赣西首个慢病管理中心在宜春市人民医院成立，该中心集合了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包括
糖尿病慢病门诊、高血压病慢病门诊、慢性阻塞性肺病慢病门诊、慢性肾脏病慢病门诊等，对慢性病患者提供科学的健康
指导，并提供“一站式”便捷的就医体验。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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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赣州市章贡区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见闻

JIAN KANG SHI DIAN

健康 点视

就医有难处 我们帮你办

南昌市第三医院

咳喘药学服务门诊开诊

本报南昌讯 （卢元元 胡 佳）9月 1日，南昌市首家咳喘
药学服务门诊在南昌市第三医院朝阳院区开诊，免费为咳喘
患者提供用药咨询服务、进行规范的用药指导、药物重整、吸
入装置指导及其他药学服务。

在市级医疗机构率先开展咳喘药学服务门诊，是南昌市
第三医院临床与药学深度融合的项目之一，不仅可以帮助患
者正确、合理使用咳喘药物，还可以促进医药协同发展，深入
交流，共同进步，利于多学科联合诊疗的建设。

院内院外一体化管理

该院慢病管理中心以构建院前健康
教育科普宣传、院中规范治疗、院后定期
随访的规范化慢病管理体系为目标，依
托医院资深医护团队，建立慢病“医管
家”微信群，为慢病患者进行运动阶梯疗
法、药物、饮食、心理追踪调控，提升慢病
人群健康行为的依从性，使慢病患者得
到标准、持续、全程的慢病管理和便捷有
效的医疗服务。

慢病管理中心采用“院内院外一体
化”工作模式，院内慢病患者首先到慢病
管理专项挂号窗口，并导诊至各慢病诊

区就诊，享有检查、化验、取药等“一站
式”服务，后由慢病管理医生录入、保管
纳入管理慢病患者的各种数据，建立慢
病电子或者纸质档案，并根据病种特点
进行定期随访；院外慢病管理医疗组（含
医共体）成员定期电话随访、网络视频、
远程会诊、下乡义诊等多个方式动态监
测和管理慢病患者，并建立“双向转诊”
绿色通道。

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
35岁及以上人群以糖尿病、高血压病、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慢性肾脏病

（CKD）等为代表的慢性病发病率逐年
上升并呈年轻化趋势。

该中心成立一个多月以来，已管理
慢病患者 4000 余名，不少慢病患者罹患
2 种以上慢病，均可“一站式”完成就医，
避免了传统诊疗模式下需要多次往返于
各个检查区和诊室的繁琐检测流程，实
现了多个慢病诊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
效融合，患者就医体验得到明显改善。

该院依托糖尿病 MMC 中心平台、
高血压达标中心平台、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 PCCM 等平台，推广 4 种慢病信息化
传播网络体系，实现 4 种慢病防诊治策
略信息共享、科普与传播，提高慢病知识
普及率与早期防控率，今后将扩展至冠

心病、恶性肿瘤等其他慢性病管理，全面
提升当地慢病知识普及率与早期防控率。

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中心将应用慢病管理中心软件和
硬件设施，将医学信息网络与人工智能
学习技术相结合，建立辅助诊疗系统，在
助力临床规范诊疗同时，形成共享、开放
和健全的慢病及并发症诊治医学知识
库，努力提高慢性病管理水平，提升医院
整体服务能力。”宜春市人民医院相关
负责人说。

据介绍，该中心将不断提高业务能
力和服务水平，创新慢性病防治机制和
运行模式，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优势，对覆
盖人群进行全过程管理和服务，增强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让宜春市慢病患者
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与北京、上海等地大
医院同质化的优质诊疗服务，成为名副
其实的群众健康“守门人”。

上高县中医院

多措并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本报上高讯（舒 晋）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高县中
医院积极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着力提
升医院诊治能力、服务水平，让患者获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中医院不能仅局限于中医，要重视与西医现代技术结
合发展，医院综合实力才会更强。”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医院引进一批先进诊疗设备，助力精准治疗，相关科室
开展了许多微创手术、介入治疗等先进治疗方式，其中成立
介入导管室，让许多患者足不出县就可接受介入治疗；建立
卒中、胸痛、创伤“三大中心”，提升医院急危重症救治能力。
与此同时，该院还打造了以小儿康复、肿瘤康复、成人骨伤康
复等为主的中医特色专科品牌，积极发挥中医药诊疗优势，
为患者提供中西医结合、全方位的诊疗服务。

在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方面，该院在中药房窗口装上了分
号系统，减少患者排队取药时间；妇产科康复门诊开展延时
服务，方便“上班族”；引进“共享轮椅”，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
便利。

省中医院

启动唇腭裂公益救助行动

本报讯（杨 萌）日前，“爱满南昌，微笑未来——2021南
昌唇腭裂公益救助行动”启动仪式在省中医院举行。医疗队
将为来自江西、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唇腭裂儿童进行术前
检查，助其展笑颜。此次公益活动是该院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

据了解，2015年、2020年省中医院口腔创伤整形科邵益
森团队与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在南昌成功举办过两次唇腭
裂公益救助行动，今年是第三次。该活动由国内外医疗和非
医疗志愿者组成的医疗队以及省中医院的专家护理团队共
同协作为患儿提供高水平的治疗和服务。此次活动从3月份
开始招募工作，预计将有20余名患儿可接受免费手术。

章贡区作为赣州市中心城区，人口密集、流动人员多，
因此疾病防控压力大。在这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与传染
病“短兵相接”，与慢性病“斗智斗勇”，苦口婆心普及健康知
识……他们就是默默奉献的章贡区疾控人。

“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章贡区疾控人的身影。”章贡
区疾控中心主任肖光说，流调是做到精准防控的关键一环，
是针对传染病溯源的侦查工作，需要炼就一双“火眼金睛”，
找出疫情处置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时间、地点、人群等要
素，为采取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2020年初，该中心快速
流调处置28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为成功阻击新冠肺炎疫
情立下首功，章贡区未发生二代新冠肺炎病例。

危急关头缘何能够打得赢？该中心高度重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处置工作，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内部组建3
支应急机动队；强化传染病应急处置技术培训和实操演练；
加强传染病监测工作，安排专人 24小时审卡和疫情值班，做
好监测分析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强化联防联控，与学
校、基层医疗机构等建立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做好流感、手
足口病、水痘、腮腺炎等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区疾控中心联
合公安、工信、基层卫生院、镇街村（社区）干部组建了一支
400多人的综合流调队，强化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等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

接种疫苗，是建立免疫屏障预防疾病的最有效手段。该
中心积极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做好疫苗存储运输分配、接种
人员培训、接种点设置指导、科普宣传等工作。章贡区设置
了12个疫苗接种点、99个接种台，设立3支流动接种队，开设
接种夜间专场，先后增设新冠病毒疫苗临时接种点9个，极大
地提高了接种服务能力。目前，全区18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
接种率达到任务数的 102%，位居赣州市前列。除此之外，该
区统筹做好常规免疫规划工作，组织开展强化免疫和查漏补
种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该区疫苗冷链监测系统全覆盖，实
现区疾控中心与全区各预防接种门诊疫苗存放点全时段在
线温度监测，保障了疫苗冷链安全。

对于疾控人来说，除了控制突发急性传染病外，还承担
着慢性非传染病防制、艾滋病、结核病、地方病防制等工作。
该中心以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死因监测、肿瘤登记和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开展为重点，稳步推动慢性病防制工作；
疾控中心与市传染病医院、乡镇卫生院加强“三位一体”防治
工作模式，为保障结核病防治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年，我们成功处置了江西省首起本土登革热疫
情以及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特别是经受住了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肖光说，该中心连续 5 年获得
国家癌症中心“肿瘤登记工作优秀奖”，2019 年章贡区荣获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荣誉；2020 年被评为中国疾
控中心死因登记报告工作“突出贡献先进集体”；2021 年中
心所在流调突击队被评为“江西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 （廖晓生 赖李群）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近

年来，南昌市卫健委树立“谋项目就是谋

未来”的意识，强化“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的理念，坚持以项目谋划工作，以项目建

设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木桶原理”亟待破题

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其核心内
容就是，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
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
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

“群众看病难、看病累的‘短板’在
哪？可以说在南昌就能看好的病，但有
不少人选择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医院就
医，这无疑加重了群众的就医负担。”南
昌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

对此，南昌市卫健委组织机关科室
和市属医院召开专题研讨会议，认真总
结、反思防控体系与工作中暴露出来的
传染病集中救治能力储备不足、感染性

疾病科建设不足、卫生应急救治转运能
力不足、公共卫生检测能力不足、应急物
资储备几乎空白等问题与短板。经过反
复论证，该委研究提出了南昌市卫生应
急指挥与检验中心、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瑶湖分院、南昌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
公共卫生救治、防控体系建设补短板项
目 13个。

“项目为要”成为共识

近年来，南昌市卫健委根据国家重
点支持的方向，有针对性地推进项目。
同时，按照“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
则，用好国家预算内资金、专项债、一般
债等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加快推
进。2019 年以来，南昌市卫健委各项目
已争取到中央预算内资金 1.1 亿元，专项
债资金 17.7 亿元，一般债资金 1.4 亿元，
带动地方政府投资 4090 万元、社会资本
投资 4632万元用于托育机构建设。

以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该委进一

步健全项目管理机制，确保项目符合专
项债申报条件，按照财政部“开前门”和

“堵后门”并举的要求，坚决杜绝违法违
规举债担保，在满足项目融资需求的基
础上，严格控制地方债务风险。

与此同时，南昌市卫健委将卫生健
康项目谋划积极融入国家和省、市重大战
略，争取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布局卫生
健康项目，抢抓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补短
板机遇，系统地提出卫生部门补短板、强
弱项的有关考虑和拟采取的措施。

先谋而后动。南昌市卫健委促成全
市公共卫生补短板项目用地专题协调
会的召开，取得了各市直部门和相关
县区的大力配合，确定了项目用地，开
通绿色审批通道，在极短的时间内完
成了项目立项等手续，为后续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争取了时间。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一大批项目落地，愿景照进现实。

该委对重点推进项目编制了“项目推
进链条”，明确项目推进时间节点，定
期通报，及时调度。建立了项目推进

“日报告”和“周调度”制度，及时协调
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

“问题为导向”，根据不同性质、不同层
级的问题，按照“南昌市重大重点项目
协调推进机制”及时调度。

同 时 ，为 加 强 各 个 项 目 建 设 的 管
理，在机制上，该委建立了专家评审委
员会机制，及时为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
的各项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并针对每个
项目建立了标准的项目管理制度和流
程，依据制度加强项目管理。在落实
上，该委成立项目专班负责全程跟踪项
目建设管理，较好地确保了各项制度机
制有效落实和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

下一步，该委将继续坚持“项目为
王、项目为要”的工作理念，加大项目
建 设 力 度 ，提 升 项 目 建 设 效 率 ，形 成

“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聚焦项目干”
的强大推动力，助力南昌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
——南昌市以项目建设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樊增强

健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