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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协商：小区“美颜”得民心
（画面一）9月17日一早，家住南

昌市西湖区南浦街道船山社区惠民
门住宅一区的李小毛早早起床，像往
常一样准备洗菜做饭。当他看到清
澈的自来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时，开心
得合不拢嘴。

李小毛（南昌市西湖区南浦街道
船山社区居民）：我在这里住了快 26
年。前几年开始，由于自来水管老化
生锈，每次早上用水，水龙头里流出
来的都是黄水、铁锈水。今年 8 月，
我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小区改造项目
投票。一周前，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
员主动上门，只用了不到三天时间，
就完成了老旧水管的拆除更换，现在
大家终于吃上了安全水、放心水。

（画外音）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
的民生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
益。今年，西湖区对江西袜厂、西船
小区等 51 个小区实施改造提升，利
用较为成熟的“幸福微实事”这一基
层民主协商机制，让居民收获更多参
与感、成就感和幸福感。

彭琼（南昌市西湖区南浦街道船

山社区党委书记）：船山社区是一个
开放式老旧小区。今年7月，社区启
动“幸福微实事”项目，通过上户征集
意见、公开投票等方式，筛选出 10个
提升改造项目，预计投入 1000 余万
元对辖区内 909户进行改造。目前，
施工方已经进场开工，我们邀请居民
群众参与监督，项目完工后还将进行
满意度调查，确保每一项好政策落到
实处，见到实效。
记者手记▶▶▶

李秀鹏（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
8月17日，我来到西湖区就“老旧小
区改造”主题进行蹲点调研采访。一
个多月的蹲点采访，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画面有很多，比如社区党员干部
顶着烈日一次又一次上户摸排情况，
居民们从开始的不理解到后来热情
参与意见征集和投票等等。

这次采访，我拍摄到许多鲜活的
现场素材，也切实感受到基层党员干
部将心比心、用心用情为老百姓解难
题、办实事。一名优秀的电视记者，
一定要深入新闻现场，把事件的发
生、问题的解决、群众的反响画面拍
细、拍好，为新闻报道增添鲜活度。

家村联动：“童心港湾”护童心
（画面二）9 月 2 日下午 4 时许，

贵溪市金屯镇渡坊水村的惠民书屋
里传来朗朗笑声。当天下午，“童心
港湾”志愿者孙卉将当地留守儿童潘
永涛从学校接回后，又陪着他和其他
孩子在书屋里下棋、阅读课外书籍。

张金菊（潘永涛奶奶、渡坊水村
村民）：潘永涛的爸爸妈妈常年在福
建务工，孩子一直跟着我和爷爷生
活。我们毕竟年纪大了，只能保证他
生活上不饿着冷着。自从去年村里
建了这个书屋，来了这些年轻的志愿
者后，潘永涛比之前更活泼乐观，他
爸妈在外也放心多了。

（画外音）周末有人陪，心事有人
听，困难有人帮，已经成为越来越多
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常态。今年，鹰
潭市把关爱留守儿童作为重要的民
生工程，持续深入推进“童心港湾”建
设，目前建有“童心港湾”“儿童之家”
187个，覆盖全市40%的村（社区）和
2000余名儿童。

冯亮（贵溪市金屯镇组织宣传委
员）：金屯镇渡坊水村共有 46名留守
儿童。去年 5 月 27 日，金屯镇“童心
港湾”项目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是鹰
潭市“童心港湾”项目首个示范点，设
置了 1 名常驻老师、3 名志愿服务老
师，还有 10余名志愿服务队员，涵盖
阅览、学习、活动、亲情沟通、心灵辅
导等多项内容。目前，我们正在添置
相应的设施设备，购买书籍充实书
屋。同时，打造户外活动场地，促进
留守儿童的身心全面发展。
记者手记▶▶▶

卞晔（江西日报记者）：在贵溪市
金屯镇渡坊水村，有一座造型别致的
书屋，一到周末，村里的孩子们欢聚在
这里。这座由共青团鹰潭市委投资建
设的书屋，是金屯村的“童心港湾”，也
是我此次蹲点调研的目的地之一。9
月2日，当我第一次走进“童心港湾”，
恰逢这里的“爱心妈妈”和志愿者在教
孩子们做手工、玩游戏，孩子们的脸
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跑民政口线有 6 年多时间
了。民政服务的重点对象之一就是
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对他们的持

续关注，可以检验出“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真正成效。为期一个月的蹲点
调研，让我有充裕的时间，沉下心去
发现鲜活的案例和故事，将“走转改”
精神和实际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

一次不跑：共享平台暖人心
（画面三）“以前办理医疗补助要

准备很多材料，跑来跑去又麻烦，现
在在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为好政
策点赞。”9月15日，在瑞昌市行政服
务中心，78 岁的退伍军人杨春银激
动地说。

杨春银（瑞昌市南义镇乐园村村
民）：今年3月，我在南昌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确诊胃癌，多次住院化疗，在医
院经基本医疗、大病保险直接结算后，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需凭结算单和住院
材料、优抚证、身份证到市里的医保窗
口二次受理，大概一个月左右医疗补
助款才能打到账户。今年8月，我在
医院做完化疗出院结算的时候，发现
系统会自动识别我的优抚对象身份，
把相应的费用减去，我只要支付个人
自付部分，实在是太省事了。

（画外音）今年8月，瑞昌市将优
抚对象的医疗救助业务纳入“一站
式”结算，实行基本医疗、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报销“一张单子”结算，不断
增强参保群众获得感。目前，瑞昌市
可享受“一站式”结算的重点优抚对
象人数达1100多人。

刘冬明（瑞昌市医疗保障局事务
中心待遇审核股股长）：自 8 月 1 日
起，为提高重点优抚对象的服务质
量，我局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
卫健委和市直各家医院，共同推出了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结算平
台。平台上线后，我们将优抚对象的
医疗救助、待遇类别输入系统，减少
了优抚对象住院费补助和审批环节，
实现医疗补助报销从跑一次到一次
不跑，让广大优抚对象真正享受到了
快捷、高效的优抚优待服务。
记者手记▶▶▶

周娅婧（江西日报社九江分社）：

8月20日，我来到瑞昌市桂林街道庆
丰村，就“医保惠民”主题进行蹲点
调研采访。在村民高奉宝家中，他
流着泪向我们诉说了自己因病瘫痪
到重燃生活希望的心路历程。擦干
眼泪后，高奉宝绽放的笑容令人十
分难忘。笑脸的背后，是瑞昌市扎
实落实医保惠民政策，将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
题的生动写照。

在采访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和
高奉宝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感受到他
们在医保惠民政策的帮助下发生的
人生转变。这是一段非常难得的采
访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
党报记者，要不断增强自己的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将赣鄱儿女奋进新时
代的幸福画卷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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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幸福 我来守护

主持人：本报记者 杨 莹

开展“幸福微实事”，城镇老旧小区迸发新活力；启动“一站式”结算，
医疗补助报销实现一次不跑；建设“童心港湾”，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全面发
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蓬勃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一个个穿梭于邻里社区的党员身影，一位位奔走在田间地头的乡
村干部，一张张收获幸福的群众笑脸，构成了赣鄱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8月16日起，江西日报社、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以蹲点调研方式，将笔
触、镜头聚焦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群众、工作服务对象的历程，记录他们广
泛听取意见、了解民众需求的经过，报道他们拿出实招硬招，用心用情用
力纾民困、解民忧的动人故事。本期《江报直播室》，让我们从百姓生活的
点滴变化和记者的蹲点体会中，感受新时代革命老区干群心手相连，共同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决心和力量。

《江报直播室》是江西日报和中国江西网
（http：//www.jxnews.com.cn）、江西新闻客户
端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一个报网互动视频直播
栏目，扫描二维码、登录中国江西网或下载江
西新闻客户端，即可在网上和手机上收看本
期《江报直播室》的视频。

文字：本报记者 杨 莹 摄影、摄像：本报记者 杨 莹 吴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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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研协同发展, 医疗发展
才有后劲。近年来，南昌市第三
医院不仅积极推动学科内涵发
展，提升医疗技术，更加注重医
学教育、科研工作，促进医院高质
量发展。

学术影响誉满国内外。国家
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子项目和 5
分以上的 SCI 论文取得了零的突
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资助 7 项；牵头成立了江西省研究
型医院学会乳腺肿瘤学专业委员
会、江西省中医药学会医院管理
委员会、江西省预防医学会骨与
关节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
与骨矿盐专业委员会，并成为主
委挂靠单位。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医学
科研平台的建设。目前，该院拥有
江西省乳腺疾病研究所、江西省乳
腺疾病重点实验室、江西省乳腺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三个省级
科研平台。妇幼学科群获批省级
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省级新生
儿救治中心、省级新生儿保健特色
专科、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市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儿科获
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培育）。

随着“医教研三位一体”平台
的打造，吸引了众多国内一流专
家的加盟。该院乳腺肿瘤科、放
疗科积极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开展合作，普外科与中山大学
附属医院寻求合作；内分泌代谢
科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宁光院士团队积极合作，成功挂
牌“ 宁 光 院 士 团 队 定 点 研 究 单
位”；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的附
属医院开展深度合作，建设远程
医疗中心，搭建合作平台，在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教学等方面
进行全方面的合作，为医院发展
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

站在新起点上，该院将全力做
好“党建引领、院区建设、学科建
设、现代管理、质量安全、人才队
伍、科研教学、信息服务、对外合
作、品牌打造”等重点工作，打造成
国家级乳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成省级妇幼专科区域医疗中心、
发展成市级综合性区域医疗中心，
开创“一院两区”内涵发展新局面。

王珑珑 胡 佳/文 喻 磊/图

赓续初心 聚力创新打造医疗品牌高地
——南昌市第三医院“一院两区”高质量发展纪实

朝阳院区全面投入运营、抚

河院区优化升级，编制床位由

600张增至 1300张，开放床位由

763 张增至 1757 张，临床、医技

学科由 47 个增至 102 个……这

是南昌市第三医院朝阳院区

于 2020 年 全 面 运 营 后 ，医 院

“一院两区”高质量发展交出

的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院区扩容，迭代升级。近年

来，从医院管理到学科建设，从

医疗技术到服务水平，从品牌

铸造到文化传承，南昌市第三

医院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先后

获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淋球菌耐

药监测哨点、全国改善医疗服

务示范医院、全国百姓放心示

范医院、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

示范单位、全国首批分娩镇痛

试点医院、全国巾帼文明岗、全

国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乳腺医疗

保健进修培训中心、江西省危

重孕产妇医院监测先进单位、江

西省平安医院等称号。

2019年5月23日，是南昌市第三
医院 100 多年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时
间坐标。这一天，该院朝阳院区住院
部投入使用，医院开启了“一院两区”
发展新格局。在朝阳院区还未投入
使用之前，医院占地面积仅有 30.4
亩，朝阳院区全面运营后，医院面积
由 30.4 亩增至 151.2 亩，医院整体规
模、服务能力、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各
项运行数据、住院患者和门诊服务人
次屡创新高。

医院大了，舞台也大了。朝阳院
区投入运营后，乳腺外一科、外四科
整体搬迁至此，放疗科、全科医学科、
新生儿科、ICU、眼科、耳鼻喉科开科
运行，高压氧舱、静脉配置中心运行，
发热门诊完成验收，朝阳院区学科体
系基本成型，重点发展乳腺、妇幼、综
合内外学科群，提升急危重症救治和
肿瘤综合诊治能力。

双轮驱动，双翼齐飞。在高起点
打造朝阳院区的同时，南昌市第三医
院计划启动抚河院区改扩建项目。
抚河院区编制床位 600张，开放床位
763张，重点稳定发展了综合内外、妇
幼学科群，打造以慢性病管理、介入
治疗、微创手术为特色的医疗院区。

对于南昌市第三医院来说，“一
院两区”对强化医院内涵建设具有重
大意义。该院借朝阳院区全面投入
运营、抚河院区优化升级之势，拓展

“乳腺专科”品牌，积极向乳腺疾病诊
疗共识指南的参与者、制定者转变；
提升“妇幼保健”品牌，重点打造妇幼
学科群，逐步完善四大部、三个中心、
全生命周期的保健服务体系；打造

“专科专病”品牌，走多元化的学科品
牌发展之路。

“一院两区”发展格局的形成，提
升了医院的综合实力。2020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南昌市第三医院
紧急启动发热门诊升级改造工程，严
格按照国家标准要求的三区两通道
建设，同时快速推进核酸扩增实验室
的建设改造，紧急购置核酸提取仪和
扩增仪，增加核酸检测工作人员，随
时做好应对大规模核酸检测的要
求。同时，该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日常诊疗工作，建立了一支 100多人
的医疗护理保障队伍，为发热病患提
供全天候服务，确保朝阳和抚河院区
发热门诊 24 小时开诊，全力守护患
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聚力创新，打造品牌。如今，南
昌市第三医院已发展成为以乳腺疾
病专科诊治为品牌，以妇幼健康诊疗
体系为特色，以综合学科群为重点，
以医技学科为支撑，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康复、保健于一体的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

迭代升级 锻造医疗品牌

仁术慈心，修身济众。成立于
1917 年的南昌市第三医院，前身是
法国教会医院——圣类思医院，2008
年增挂“江西乳腺专科医院”，2016
年增挂“南昌市妇幼保健院”。

“增设乳腺（整形）外科、乳腺肿
瘤内科、放疗科，构建了从乳腺疾病

外科手术、整形修复、肿瘤放疗、综合
化疗、内科治疗、中医治疗及康复保
健为一体的闭环式全程乳腺疾病诊
疗服务链。”该院负责人表示，随着

“一院两区”发展格局的形成，南昌市
第三医院乳腺肿瘤科也拓展成拥有
一个大乳腺中心、七个病区（5 个乳

腺外科、2个肿瘤内科），形
成了集影像、病理、放疗、
中医、康复、随访为一体的
大学科群。目前，乳腺学
科群乳腺癌手术量、乳房
再造整形及乳腺疾病微创
手术量位居全省前列，尤
其是乳腺癌手术量进入全
国前十行列。

2016 年 7 月 11 日，南
昌市第三医院增挂“南昌
市妇幼保健院”。经过多
年发展，医院妇幼学科群
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
越。该院儿科获批 2020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重点专业基地（江西省仅有2家）；新
生儿科成功救治了 500克的“巴掌宝
宝”，在省内共转运了 5000余例危重
新生儿；儿童保健科不断完善亚专科
建设，开设生长发育专科、高危儿随
访监测专科、营养喂养专科、新生儿
疾病筛查专科等。

“专科引领，综合联动”。随着朝
阳院区的全面投入运营，内科学科群
在巩固慢病诊疗的基础上，以介入手
术及镜下治疗为抓手，不断提升学科
品质；外科学科群积极加强小儿外科
亚专科建设，重点开展三、四级手术
和腔镜手术；急危重症学科建立了院
前急救-院内抢救-重症医学科救治
的一体化急救服务链；医技学科群积
极开拓新的检查、检验项目，不断加
强内涵建设，尤其是放射科率先开展
乳腺对比增强检查；护理学科群积极
培育护理专科，开设儿童保健护士门
诊、助产士门诊、PICC 护理门诊、糖
尿病足护理门诊、造口护士门诊等 6
个专科门诊。

特色发展 集群效应显现

释放潜能 医教研协同发展

儿童保健科医生正在给宝宝体检儿童保健科医生正在给宝宝体检

妇产科医生正在做微创手术妇产科医生正在做微创手术医生正在做介入手术医生正在做介入手术

南昌市第三医院朝阳院区南昌市第三医院朝阳院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