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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儿童医院——

首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顺利出仓
3 月 25 日上午，经省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移植团队 20 余

天的精心诊疗及呵护，来自贵州的 3岁患儿小宇（化名）在妈妈

的陪伴下，捧着鲜花开心地走出移植病房，这标志着该院造血

干细胞移植术首战告捷。

据介绍，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血液专业难度最大的技

术，涵盖了干细胞动员采集、预处理方案的选择以及移植相关

并发症的处理等难点，需要多学科合作诊治，包括内科外科影

像科等学科支撑，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一家医院整体

综合实力的体现。省儿童医院在红谷滩院区建设了 4 间儿童

干细胞移植病房及其附属设施，选派优秀的医护团队到北上

广等地学习，满足我省需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的需求，解决患

儿及家属看病难的问题。 （何 飞 刘伟华）

南昌市民政局——

多措并举守护老人健康安全
针对近期疫情防控形势，南昌市民政局第一时间拉响疫

情防控警报，多措并举，从严从紧抓好全市养老服务领域疫情

防控工作，全力守护老人健康安全。

为坚决将疫情挡在养老机构门外，该局迅速落实养老机

构封闭管理，实行专人专班、全天 24 小时门卫值班值守，安排

专人接收采购物品或家属送来的老人生活必需品。目前，各

养老机构的防疫物资、生活必需品储备量均达到 30 天满负荷

运转需要。

养老机构封闭管理后，防护和保障不能停。3月17日，南昌

市实行较大范围区域核酸检测，该市各级民政部门积极安排医护

人员，上门对养老机构人员、入住老人开展核酸检测。同时，加强

关心关爱，帮助老人通过微信视频与家属连线，纾解焦虑恐惧情

绪。严格监督检查，派出3个督察组对各县区养老服务机构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督查，及时堵塞漏洞，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

处。截至3月23日，116家养老机构，5445名在院老人、1882名工

作人员均已接受核酸检测，确保了零感染。 （王珈瑶）

隔 离 了 病 毒 ，

却 不 隔 离 爱 。 日

前 ，在 新 干 县 人 民

医 院 ，“ 视 频 探 视 ”

暖 了 住 院 患 者 的

心 ，更 解 除 了 患 者

亲 属 担 忧 的 心 。

李艳萍摄

作为疫情防控的主力

军，全省卫生健康部门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群

众日常医疗服务保障，加

强医疗资源统筹调配，做好医疗秩

序组织安排，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就

医需求和身体健康。

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省人民医院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建了

外派抗疫医疗队。接到上级指令后，全院医

务人员主动请缨，火速支援吉林省疫情防控

和南昌市较大范围区域核酸采样工作。

同时，该院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

求，在全省三甲医院率先布设汇集“两码

一证”（昌通码、赣通码、身份证）认证和测

温功能于一体的通道闸机，以信息化、智

能化助力疫情防控工作。同时，持续加强

“互联网医院”建设，鼓励临床科室在线开

展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积极提供线上开

药、在线结算、药品配送等服务。（罗 珊）

满足群众眼病就诊需求

为全力满足特殊时期群众眼病就诊

需求，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所有类别门

诊均开诊，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后照常收治

住院患者，解决了许多急诊眼外伤患者燃

眉之急。

该院门诊一楼设置了专门诊室、抢救

室用于封控区、管控区急危重症患者救

治，各病区设置过渡病房，开辟住院部 8
楼作为过渡病区。同时，集结核酸采样

应急队支援南昌市较大范围区域核酸检

测工作，在西湖区 11 个采样点开展采样

工作。 （黄珊珊）

多学科线上问诊

为方便群众在疫情期间就医问诊，南

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开展了大型线上问

诊，共 20.3万人在线“围观”。

该院牙体牙髓病科、牙周病科、口腔颌

面外科、口腔修复科、口腔正畸科、儿童口腔

科、口腔种植科的党员医生组成了一支多

学科会诊队伍。会诊中，各科室专家对疑

难问题给出相应建议。针对患者提问最多

的疫情期间如何就诊、如何做好防护以及

牙齿疼痛如何应急处理等问题，专家们一

一作出专业耐心的解答。 （熊晨溪）

全力以赴投入战“疫”

省胸科医院快速启动应急预案，从严

从速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发热门诊工

作人员不断地进入留观室询问、提醒、登

记，严格按照“一人一留观室”闭环管理，

核酸结果未出人不离室。同时，机关职能

科室人员“化身”志愿者，负责后勤保障，

全员投入到这场战“疫”中。

3 月 17 日 17 时，该院集结了一支由

96名护理人员组成的核酸采样队，火速奔

赴各采样点，共采集标本 2.8万人次。3月

16 日至 24 日，该院PCR核酸检测室和移动

方舱高速运转，已完成院内患者、家属及全院

职工核酸检测1.8万人次、南昌市部分城区核

酸检测标本17万余人次。（方育霞 孙玉婷）

平安接生 680名“虎宝宝”

为了守护母婴安全，省妇幼保健院把控

好每一个环节，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日常医疗服务，全力以赴保

障广大患者和孕产妇生命安全。3月12日至

24日，680名虎宝宝在该院平安降生。

同时，省妇幼保健院互联网医院提供

在线免费咨询、在线复诊、药物配送上门

服务。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省妇幼保

健院还开设“智慧妇幼”线上通道，帮助

因隔离不能出门的涉疫地区孕妈妈和新

手妈妈提供电话随访、答疑解惑和就医

指导。 （徐 华）

开通绿色就医通道

疫情防控期间，省肿瘤医院将肿瘤患

者分为生命体征平稳与急危重症两大类，

分别进行处置。对于接诊属地管控地区

的急危重症患者，医院实施首诊负责制，

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并视病情联系急

诊科或其他临床科室会诊，抢救的同时进

行核酸检测。该院还开展了互联网诊疗，

患者可线上问诊复诊、挂号预约，合理分

流病人，避免人员聚集。

对进入病区的人员设置医院大门、住

院部、病区 3道主要关卡，每天由院领导分

组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督查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潘 赟）

为患者筑起“健康堡垒”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在严防严控

疫情的同时，井然有序地开展医疗工作。

该院全力抓好医院入口查验健康码和行

程码到位、预检分诊准确到位、发热门诊

闭环管理到位、职工健康监管日报到位、

医院环境消杀到位、应急期间医疗服务保

障到位等“六个到位”工作，为就医患者筑

牢安全防线。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不方便来院就医

的患者，该院提供了互联网医院服务，为

患者提供线上就医、咨询、复诊及药品配

送等各项医疗服务。 （濮琦琳）

开设医保慢病门诊

作为市级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疗机

构，南昌市第九医院门诊和住院部暂停对

外诊疗服务。为保障门诊特殊慢性病患

者治疗用药需求，该院特开设医保慢病门

诊，每天由资深专家坐诊服务。

慢病门诊可开具医保慢病治疗相关

药物，无需预约，挂号、就诊、缴费、取药同

正常的就诊流程，可刷医保卡结算享受正

常的特殊慢性病待遇。对于确实不能来

医院就诊的外地患者，为不影响正常用

药，医院特提供寄药服务，并及时对外公

示寄药流程，让患者足不出社区，在家门

口就可及时获得药物。 （张小芳）

动态调整医务人员排班

在科学研判群众就医需求的情况下，

省皮肤病专科医院及时动态调整医务人

员排班，保证便民门诊、普通门诊等专病

专科门诊开放数。

该院住院部、手术室照常运行，严格

实行门禁管理，非必要不得离开病区；监

测在院患者及陪护健康状况，有发热异常

情况，及时调整至隔离过渡病房进行隔离

观察，定期（隔天）为全体住院患者及陪护

免费开展核酸检测，保障住院安全。同

时，全力抓好院内防控，督促专班值守、预

检分诊、住院部门岗等重点岗位人员，严

格查验，把好“入口关”。 （叶 杰）

全力保障医疗安全有序运行

自 3 月 17 日起，省精神卫生中心对临

床住院病区采取封闭管理，各党支部积极

组建突发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以赴确保住院患

者安全。

该院再次细化了两个院区的防疫部

署，严防门诊、留观、住院“三大医疗区域”，

通过增设隔离缓冲区、核酸快检、人力资源

及时调配、鼓励医护人员不离院做好战“疫”

准备等方式，守住医疗收治防线。同时，由

院纪委牵头对院内疫情防控措施督导、监

管及保障，全面围堵防控漏洞。 （过江帆）

增加优质医疗服务供给

萍乡市中医院持续严格落实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全流程执行医疗质量管理核

心制度，有序保障各项医疗服务正常运

转，通过增加预检分诊人员力量，对来院

车辆和人员实行“一扫两核一测”工作；加

强门急诊患者就诊管理，严格实行“一医

一患一诊室”制；强化科室入口管控，严格

执行“一床一陪”制；延长核酸采样时间，

为群众提供 24小时核酸采样服务。

同时，该院加快青山新院区建设进

度，大力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实行针灸康

复科、老年病科、急诊科、健康体检中心等

部分科室率先试开诊等措施，做到疫情防

控、医疗服务“两手抓、两不误”。（文 奕）

援昌医疗队成立临时党支部

3 月 18 日，九江市中医医院迅速集结

了一支由党员干部职工和应急预备队队

员组成的核酸采集队伍，前往高速路口核

酸采集点，24 小时轮流值守，开展核酸检

测便民服务。

为尽快出具核酸检测结果，该院检验

科PCR实验室根据标本送检情况，制定了

三班倒的 24小时不间断检测制度，并组织

职能部门党员志愿者支援PCR实验室，配

合检验科工作人员完成样本接收、信息核

对、上传结果等工作，全力保障检查结果能

第一时间送到群众手中。在接到支援南昌

市核酸采样工作通知后，该院全体党员干

部主动报名，不到 2小时，援昌医疗队组建

完毕并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胡 敏）

上线智能健康防疫系统

3月23日，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在进院

大门口、门诊、住院大楼、老年大楼4个入口

处安装并投入使用智能健康防疫系统。

据悉，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疗服务

对象大部分是老年、心理、精神等方面的

病友，有些病友不会用智能手机。对此，

该院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上线智能健康防

疫系统。患者只要用身份证或赣通码在

识别区扫一扫，按要求将人脸置于相关区

域，智能防疫系统显示屏上就会立即出现

人证核验信息，对未戴口罩等进行精准语

音播报，对黄码、红码进行报警并及时联

动处置，并在后台开展防疫筛查数据统计

分析。 （曹水军）

24小时提供胎监服务

连日来，九江市妇幼保健院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母婴安全，让孕产妇在非

常时期也能获得安全、优质的诊疗服务。

该院运用远程胎监系统 24 小时为孕

妇提供胎监服务。孕妈们只需在医院租

赁胎监设备，即可在家进行胎监。当准确

的数据发送至系统后台后，医生可实时对

胎儿情况做出评价和建议，帮助孕妇及时

掌握胎儿情况。该院保证孕产妇就诊绿

色通道畅通，救护车 24 小时待命，同时将

关口前移，加强五色管理，为孕妈妈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保障。 （杨 敏）

从严从细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宜春市人民医院逐级压实疫情防控

工作责任，严格排查并登记所有入院人

员，落实首问首诊负责制，发热门诊医务

人员 24 小时值守，发挥“哨点”作用，规

范“两码”异常人员处置流程，并加大对

院内重点部位、重点区域的消杀力度和

频次。

该院在严格防控措施的基础上，门

诊、急诊、住院、手术等医疗服务均正常有

序开展。据统计，自 2 月 5 日到 3 月 23 日，

医院收治就诊患者 103756 人次，完成核

酸检测 649638 人次，完成手术 2300 余台

次。在满足群众就医需求的同时，医院新

冠肺炎保持“零输入”。 （胡 莎）

防控与医疗保障两手抓

萍乡市人民医院全体医务人员坚守

一线，严格规范疫情期间患者就诊、住院

以及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该院严把“入口关”，加强门诊、发热

门诊管理，门诊严格落实一米线、一人一

诊室要求；运用智能扫码系统、人脸识别

系统、安防监控及门禁系统四合一的方

式，建设缓冲病房，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在

急危重症患者未提供核酸检测结果前，先

收治在缓冲病房，待核酸结果阴性后再转

入病房，有效保障急危重症患者救治的及

时性和有效性。 （朱银霞）

防控工作落地落细落实

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不断完善疫情

防控实施方案，确保防控工作落地落细

落实。

该院开通网上咨询问诊，推行分时段

预约就诊、实时解答群众就医问题，开通

24 小时心理咨询热线，为群众筑起一道

“心理防线”；在各病区设置缓冲病房，调

整收治流程，合理调配医务人员，加强入

院患者筛查，严格陪护、探视管理；加强出

院随访，做好居家健康教育指导，为病情

稳定的患者开通寄药服务免去奔波之苦

等，解群众出院后顾之忧。 （曾雪梅）

同心战“疫”护健康
我省卫健系统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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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谱区卫健委——

用实干彰显担当
3 月 13 日凌晨，青云谱区疾控中心接到紧急电话。为及

时处理密接、次密接协查，应急队紧急出征。3 月 16 日，该区

卫健委再次召开疫情调度会，协调各方进行快速精准防控，

制定了青云谱区区域核酸检测工作方案，继续实行 24 小时值

班制度。同时，做好隔离点相关工作，保障全区核酸采样基

本物资，并向各街道、镇进行派送，保证采样工作顺利进行。

无论是整体调度、流调溯源、密接协查、核酸采样、检验

还是后勤保障、人员协调、物资保障等，该区卫健系统将使命

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用实干彰显担当。 （胡雪菲）

丰城市卫健委——

层层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丰城市卫健委充分发挥医疗卫生行业主管部门作用，层层

压实责任，从快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该委党委班子成员和相关科室人员全面对接丰城市疫情

防控应急指挥部 12 个工作组，加强对疫情防控日常工作的统

筹、协调和调度，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同时，落实联系

基层卫生单位工作机制，深入城乡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定点

救治医院、集中隔离点、核酸采集点开展疫情防控，解决一个个

实际问题。在集中隔离点，均安排有卫生健康系统干部承担具

体事务，确保隔离人员获得优质医疗健康服务。 （熊学义）

南昌县卫健委——

贡献中医药力量
南昌县卫健委中医股从整合中医药人才、配置茶饮和发

放中药包着手，为昌南抗疫贡献中医药力量。

疫情发生后，南昌县卫健委中医股立即组织200余位中医药

人才紧急配制预防性中药代茶饮。在“中医人”的合力下，仅用6
个小时，就完成了 3000人份共计9000剂中药代茶饮的配制。因

增设管控区和集中医学留观站，南昌县卫健委迅速为县域内3所

留观站和2个管控区发放中医药进行预防干预，确保“点开药到”，

当天即发放1200人份、共计3600剂中药代茶饮包。 （蔡诗晴）

在核酸采集现场在核酸采集现场，，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党党

员先锋岗员先锋岗””成为成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曾慧兰曾慧兰摄摄

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纪检监察干部强化督查景德镇市妇幼保健院纪检监察干部强化督查

收费挂号窗口一米线管理收费挂号窗口一米线管理。。 何凌云何凌云摄摄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派遣九江学院附属医院派遣5050名医护人员到南昌市新建区援助核酸采样名医护人员到南昌市新建区援助核酸采样。。杜杜 量量摄摄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唐尤佳带领核酸采样点副院长唐尤佳带领核酸采样点3434名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胡胡 显显摄摄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在核酸采样过程

中，收到小朋友送来的绘画。 黄晓军摄

鹰潭市妇幼保健院——

“保健+临床”融合发展
自去年 7月新院投用以来，鹰潭市妇幼保健院以患者为中

心，在提高整体硬件设施的同时，从细微处关爱患者，让服务

更加人性化，致力于打造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预防、急

救、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

据悉，该院新院设有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

部三大部门，开设了妇科、产科、儿科、妇女保健科、孕产保健

科、儿童保健科、中医科等特色专科，整体服务能力实现了质

的飞跃。从一个仅有 20 张床位的保健所，到如今的“保健+临

床”融合发展，鹰潭市妇幼保健院的变化始于与南昌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的医联体合作。

鹰潭市妇幼保健院党支部书记、院长余兰萍介绍，自 2021
年 7 月鹰潭市妇幼保健院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签订紧密

型医联体合作协议后，南大一附院长期派驻妇产科、儿科专家

驻点帮扶，开展了宫腔镜、宫颈锥切术、腹腔镜下输卵管囊肿

切除术等手术近 100 台，并全新建立了新生儿科，开展了全新

项目 55项。其中，5项新技术填补了鹰潭市空白。

如今，在医联体模式的精准帮扶下，该院妇产科、新生儿

科等科室的管理水平、业务素质、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宫

腔镜手术、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等腔镜手术取得突破性发展，

让妇女儿童在鹰潭市就可享受到省级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

提升群众获得感。 （张代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