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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青为保障青
少年人群疫苗接少年人群疫苗接
种正常有序开种正常有序开
展展，，江西江西中医药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新大学附属医院新
冠疫苗接种门诊冠疫苗接种门诊
专门开设青少年专门开设青少年
接种台接种台，，并安排并安排
专人进行引导专人进行引导，，
在接种过程中给在接种过程中给
予心理安抚予心理安抚，，确确
保尽早筑起全民保尽早筑起全民
免疫安全屏免疫安全屏障障。。

饶饶 赟赟摄

全民“免疫”疾控担当

为疑难杂症患儿找“病根”
——省儿童医院病理科提供精准医疗服务

□ 吴舒琴 樊金星

在省儿童医院，有一个“小科室”起着“大作用”，科室每位成员甘当“幕后英雄”，负责各种儿科疾病的诊断，被业内人

士誉为“医生的医生”，他们的诊断被称为“金标准”，为临床医生精准治疗提供依据，从而保障患儿生命安全，这个“小科

室”就是病理科。

自1983年建科以来，该科医生用他们的“火眼金睛”诊断了无数疑难病症，也纠正过许多“冤假错案”。近年来，该科高

度注重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推动儿科病理学向专业化、精准化发展，提高了病理诊断的质量。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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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点视

就医有难处 我们帮你办

让呼吸更自由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水平迈上新台阶

□ 贺 文

甘当绿叶默默付出
——信丰县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见闻

2019年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授予“全国农村饮用水
卫生监测十年成绩突出集体”；2019年、2020年被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授予“国家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
目先进项目点”；2020 年度被信丰县委、县政府授予“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近年来，信丰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疾病预
防控制能力，保障全县人民的身体健康。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接种新冠疫苗
是防控疫情最有效的手段。”信丰县疾控中心主任袁长红介
绍，为构建全民免疫屏障，中心多措并举加快推进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2020 年 12 月新建了一个容积 22 立方米的冷藏冷
库，约能存放20万剂次疫苗，以满足新冠疫苗接种储存需要；
针对偏远乡镇配送点距离远的问题，新采购了 1辆冷链运输
车，成立配送专班，实现两车分片、不分昼夜，及时配送疫苗
至各接种点，提高了配送效率；采购了 29套自动温度监控仪
下发到各接种门诊，所有储存疫苗的冰箱都进行自动温度监
控。目前，该县设有固定接种点25个，流动接种点1个，接种
台110个，若全部接种台投入使用，每日可完成4万剂次以上
接种任务。

“作为疾控人，要时刻面对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食物
中毒、职业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挑战，必须切实提
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织紧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

‘隔离墙’，把功夫下在平时，才能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袁长红介绍，中心在完善硬件设施、加强人员培
训、提升流调水平、开展应急演练等方面不断加强能力建设，并
与公安、交通、工信大数据中心等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联合作战
机制，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和水平。

除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外，疾控人还承担着慢性非
传染病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地方病防治等工作。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2020年 10月以来，该中心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省级慢病示范区创建工作，
开展形式多样的慢性病健康教育，深入推进健康支持性环境
建设，引导群众改变不良生活方式。该中心设立慢病科，形
成了以“县疾控中心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框架，村卫生室为
网底”的三级慢性病防控网络。2020 年底，他们在全县范围
内组织开展了一次社区诊断工作，摸清了全县慢性病患病现
状，查明了导致慢性病的一系列危险因素，其中包括慢性病
患病率、居民死因构成、恶性肿瘤发病、行为危险因素现况
等，为当地制定疾病控制规范和预防保健策略提供依据。

在职业病防控方面，该中心联合医保、社保、民政、公安等
多部门，建立了尘肺病随访工作联络微信群，开展职业性尘肺
病人随访调查；在地方病防控上，该县有的地方有吃鱼生习俗，
有肝吸虫病流行史，2016年至今通过创建江西省重点寄生虫
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工作，取得较好的防控成效，截至2020
年底，肝吸虫流行村人群感染率下降66.74%，使群众逐步养成
了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肖肖 玮玮））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夜间熏蒸室试运行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满足广大群众

的就诊需求，近日，南昌市洪都中医院针灸科夜间熏蒸室试
运行。同时，应广大患者的就诊需求，南昌市洪都中医院针
灸科将开展慢性腰痛训练营。

据了解，中药熏蒸疗法是集中医药疗、热疗、汽疗、中药
离子渗透治疗疗法等多种功能，融热度、湿度、药物浓度于一
体，因病施治，药物对症，可治疗风湿痛风、肩周炎、腰椎劳
损、月经不调、痛经闭经、阴道炎、宫颈炎等疾病。通过源源
不断的热药蒸汽以对流和传导的方式直接作用于人体，扩张
局部和全身的血管，促进体表组织的血液循环，同时由熏蒸
药物中释放出的中药粒子，可透过体表，直达病变根源，强力
清除病菌，消炎排毒、化瘀、调养气血、改善病变部位微循环，
修复缺损细胞，从而达到内病外治的目的。 （邱佩君）

近日，一位 12 岁的跳
水运动员因腰伤前往南昌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程
细高教授门诊求助。经程
细高主任诊断，患者患有
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手
术治疗。

这位小运动员症状典
型，但由于年纪小且职业
特殊，要进行微创手术，且
对精准穿刺的要求极高。
程细高带领脊柱微创外科
团队吴添龙主治医师、周
传坤博士及王竞成博士，
采用椎板间入路，精准安
置工作通道，严密保护神
经，顺利摘除了巨大突出
髓核。患者术后症状缓解
明显，恢复状况良好。

据了解，腰椎间盘突
出症是指由于退变、劳损、
损伤等各种原因导致的腰
椎间盘纤维环部分或全部
破裂，髓核组织从破裂口
向后突出，刺激或压迫神
经根、马尾神经所表现的
一种临床综合征，是腰腿
痛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多
发于 20 至 50 岁中青年人
群。腰椎间盘退行性变是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理基

础，积累性损伤是椎间盘退变的主要原
因，也是椎间盘突出的诱因。

这位患者年纪虽小，但作为专业跳
水运动员，从小需要接受高强度训练，在
反复训练中，腰椎间盘反复承受压缩、屈
曲、扭转等负荷，这不但促使椎间盘退
变，而且使纤维环裂隙因积累性损伤而
逐步扩大，一次较重外伤或者多次轻微
外伤便可使退变髓核组织从纤维环裂隙
的薄弱处突出，造成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发生。

专家提醒，对专业运动员来说，如
何科学有效地进行训练尤为关键，对

“小伤”也要引起足够重视，及时就医评
估，针对性预防和治疗，尽可能降低伤
病带来的困扰。 （吴竺静）

今年 8 月，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成功通过国家 PCCM（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规范化建设认证，成为九江

市三级医院中首家通过 PCCM 规范化建

设的呼吸专科，这标志着该院呼吸内科

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诊疗水平迈上了

新台阶。

深耕亚专科

人才是学科发展的关键。近年来，该
科在培养人才时将目光瞄准国内一流呼
吸专科，组织专科骨干去中日友好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修，学习呼
吸系统的感染、慢病、肿瘤、疑难病、罕见
病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去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北京应急总院进修呼吸介入技
术；去上海肺科医院学习经血管介入支气
管动脉栓塞术、肺栓塞取栓术等技术。

目前，该科除了收治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支气管哮喘、自发性气胸、胸腔积液
等呼吸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外，在呼吸系
统疑难疾病诊治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包括肺真菌性疾病、间质性肺病、肺泡蛋
白沉积症等，同时对急危重症病例诊治积
累了丰富的抢救经验。

术业有专攻。为了给患者提供更精
准的治疗，该科不断深耕亚专科，重点发
展介入呼吸病学，加强对慢阻肺、哮喘等
慢病的管理，提升肺部肿瘤、肺部感染诊
疗水平。目前，该科分设了慢病组、感染
组、肿瘤组、睡眠组、呼吸介入组等治疗
组，实行组长负责制，设有学科带头人，
让成熟的专业骨干都能够找准专攻方向。

介入治疗微创化

“现在，我们提倡内科外科化、外科微
创化、微创精准化。”九江市第三人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主任李勋济说，
他非常看重实操能力，带领团队拜国内呼
吸介入顶级专家为师，不断精进介入技

术。近年来，该科开展了支气管镜的活
检、刷检、支气管肺泡灌术、TBLB、TB⁃
NA、支气管肿瘤高频圈套切除、APC、冷
冻治疗、支气管狭窄高压球囊扩张术、气
道支架植入术以及经血管介入肺癌患者
的药物灌注、输液港植入术等多项技术，
治疗技术和理念有了质的飞跃。

据介绍，我国呼吸介入“大咖”王洪武
教授把各种呼吸介入技术的应用形象地
称之为“海、陆、空”协同作战。“海”即是
经血管介入技术，在血液的“汪洋大海”
中与疾病战斗，治疗咯血、肿瘤血管的栓
塞等；“陆”即呼吸内镜技术，借助内镜技
术直接看到病变进行诊疗，可谓最前线陆
地作战；“空”即借助 CT 设备高空作战，
进行肺穿刺、肺部肿瘤的消融等治疗。介
入治疗手段的不断丰富，为患者提供了多
种选择方案。

“仅仅靠药物治疗疾病的时代已经过
去了，必须要不断学习新的治疗技术，让
患者获益最大化。”李勋济说，去年年底，
该科推动呼吸内科规范化建设，并于今年
8 月 10 日正式通过评审，这是九江三级医

院中首家通过 PCCM 规范化建设的呼吸
专科。

推动技术下沉

“我们提出‘大呼吸’的发展理念，搭
建更高的诊疗平台。除了常见呼吸病，我
院还可以收治肺结核传染性疾病，同时我
院还是肿瘤专科医院，在治疗肺部肿瘤上
具有更好、更高的平台及技术优势。”李
勋济说。

该科室每年召开学术会，或下沉县
区医院推广适宜技术，提高基层医院诊
治能力，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优质
医疗服务。

针对不少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肺结节，
该院特别成立了肺结节综合 MDT（多学
科诊疗）；高度重视肺结节的早筛工作，
通过开展超声支气管镜、磁导航等技术，
提高肺结节的早期诊断率；每月召开患教
会，宣讲疾病预防、药物正确使用等科普
知识，提高群众健康素养。

近日，省妇幼保健院团委联合产科医
护人员来到听障人士黎女士家中进行产
后回访，在手语志愿者的帮助下，医护人
员给黎女士传授新生儿脐部护理、母乳喂
养等知识。

“非常感谢省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
员，从我怀孕时就一直关心我的情况。”黎
女士一边拿出厚厚的产检记录，一边用手
语表示：“自己是第一次怀孕生孩子，对于
新生儿还不知道如何养育，听完今天的指
导后，学会了很多新生儿养护知识。”

黎女士介绍，自孕期开始，她便在省

妇幼保健院“心之声”手语门诊就诊，每次
都有手语翻译和志愿者陪同就诊，非常方
便。产检期间，她被诊断出妊娠期糖尿
病，该院医护人员耐心地为其进行饮食、
运动等方面孕期保健指导，帮助她将血糖
值降至正常范围。9 月 9 日上午，她在省
妇幼保健院顺利分娩，手语志愿者第一时
间前往病房看望她，通过手语翻译帮助医
护人员了解她的产后身体状况，并叮嘱其
产后保健、新生儿体检等相关注意事项。

据悉，黎女士是该院推出手语诊疗服
务的受益者。2019年，为了改善群众就医

体验，创新医疗服务模式，该院联合各方
社会公益力量推出“心之声”手语门诊，于
每周四上午开放，为听障人士群体提供手
语就医翻译及陪同就诊志愿服务，就诊人
员可享有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
优先治疗、优先住院等多项服务，全程走
VIP 绿色通道。目前，手语门诊已为 200
余名听障人士提供了孕期检查、妇幼保
健、遗传咨询和健康指导等全生命周期、
全方位的生殖健康医疗服务。

“听障人士是一个特殊群体。由于他
们在语言交流上存在困难，这使得她们在
就医、产检、分娩等方面要比普通患者增
加许多时间。”该院团委负责人表示，为了
保障听障患者更顺利、方便地就诊，下一
步，医院还将培养一批具有手语技能的医
务人员，为听障患者提供服务。 （谭 琦）

无声世界 有爱同行
——省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上门回访听障产妇

抽丝剥茧精准诊断

疾病诊断，病理先行。
今年 7月，一名 1岁的患儿因呼吸困

难被多家医院诊断为肺部恶性肿瘤，经
反复治疗无果后转入省儿童医院。该科
医生通过对手术切下的部分肺部肿物进
行各种检查和反复查阅后，最终找到疾
病的真凶为“毛霉菌”。

“我们每天要从大量的切片中，仔细
寻找疾病的蛛丝马迹，像这个病例，我们
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切片中，找到几根霉菌
菌丝，凭着多年的经验，断定是‘毛霉菌’
感染，它感染致死率极高，发展非常快，极
易误诊为恶性肿瘤。”该科主任医师杨文
萍说，这种例子很多，儿童病理诊断正确
与否，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和希望，我们

必须认真对待每一名患者和每一张切片，
通过逐层的抽丝剥茧，才能给出精准诊
断，为临床提供有效治疗的依据。

抓住特点优质服务

相对于外科、内科等科室，医院病
理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显得有些神
秘。在那里，一群以取材刀、切片机、染
色机、显微镜等为特殊“武器”的病理医
生，为医院临床疾病诊治提供了强力的
技术支撑。

“儿童不是‘小大人’，在疾病种类、
发病原因上都和成人有很大区别。”该科
负责人黄慧表示，病理科从早期以常规
组织病理及特殊染色为主，现已发展到
涵盖儿科所有的细胞病理、免疫病理、酶

组织化学染色及分子病理和超微病理
等，多层次、全方位地为儿童临床疾病的
精准治疗提供保障，让患儿不出省就得
到优质的精准诊断服务。

目前，该科形成了具有儿童特色的
病理诊断——特别是儿科穿刺组织病理
诊断，例如肾活检、肝脏活检、肌肉活检、
骨髓活检及深部肿瘤穿刺等，近期该科
还开展了儿童血管性疾病的术前穿刺组
织病理诊断，免除了患儿手术切除活检
后留下疤痕的隐患。

团队协作闭环管理

“每一次精准的诊断，都离不开团队
中各岗位的配合。”黄慧说，科室已经形
成了完整的闭环管理，多项质控指标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近年来，科室团队不
断壮大，科技创新不断增强，各个儿科亚
专业建设已经初步建成，在儿童先天性
巨结肠粘膜活检病理诊断方面达到国内
较高的诊断水平；多项儿童淋巴瘤研究
成果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多项科研成果
获江西省科技进步奖；杨文萍执笔撰写
和编写多种儿童肿瘤的病理诊断共识和
书籍，让临床医生以此对症治疗，大大提
高患儿生存率……这些成绩背后都是团
队集体努力的成果。

“近年来，我院病理科从技术发展到
科研创新均实现快速发展。”该院负责人
表示，病理科与时俱进，率先在省内开展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儿
童淋巴瘤/白血病、神经母细胞瘤、软组
织肿瘤、肾母细胞瘤、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等肿瘤相关基因检测，让患儿就医不出
省，不仅减轻了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更
是为患儿的治疗赢得了时间。

下个月，该科将整体搬至红谷滩院
区，驶入发展快车道，办公面积由 100 多
平方米扩大至近 1000 平方米，拟购置数
字 PCR 及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系统，建立
以儿童为基础的分子病理诊断中心，推
动儿童分子病理向更高层次迈进，为儿
童疾病的精准治疗提供精准诊断。

上犹县人民医院

着力提升诊疗技术水平
近年来，上犹县人民医院大力开展以介入诊疗技术为代

表的新技术、新项目，不断扩大内镜诊疗技术应用范围，医院
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去年省、市 DRGs 排名中，我院在全省 132 家二级综合
医院排名第10，全市24家二级综合医院排名第4。”该院负责
人介绍，通过“五大中心”建设，为胸痛、卒中、创伤急危重症患
者提供便捷、高效、安全的医疗服务，去年12月，该院被中国胸
痛中心联盟授予“基层胸痛中心”，并于今年9月顺利获评国家
标准化心脏康复中心建设单位。同时，该院不断强化技术创
新，2020年开展了新项目、新技术79项，介入诊疗532例。

目前，该院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对口帮扶专家的牵头下，
着手组建慢病管理中心，提升患者治疗、保健的依从性，提高
辖区人群整体健康水平。 （蔡慧云）

南昌市青山湖区

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及眼疾筛查工作
为有效提升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水平，近日，南昌市青

山湖区疾控中心联合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南昌眼科医院
在京安学校开展全区中小学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及眼疾筛
查工作。

远视力检查、电脑验光检查、屈光检测、斜视、结膜炎、
先天性上睑下垂等眼病筛查……在现场，该院专家对每一
名学生的检测情况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向他们宣传爱眼护眼
知识。

为进一步掌握全区儿童青少年近视状况，青山湖区将在
京安学校、南钢学校、南昌三中和南昌十四中等学校随机抽
取不同年级的 2400名学生，进行近视和眼病调查，同时进行
视力不良、脊柱弯曲等问卷调查，为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
施提供科学依据，保障和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 （王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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