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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9月30日活动安排）

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

疾控在行动

□本报通讯员 二宣

为贯彻落实2022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
型义诊活动周的精神，落实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
管理局、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卫勤处制定的《关于2022
年“健康江苏服务百姓”大型义诊活动周实施方案的
通知》,切实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以关注
老年人营养健康为重点，结合目前疫情防控形势，方
便老年人在家门口看病就医，9月23日上午，市二院
老年医学科多学科团队走进常州市爱心护理院开展
义诊活动。

老年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多病共存、多重用药
是老年病的最大特点。2021年7月，市二院老年医学科
牵头组建“老年病多学科诊疗团队”，以老年病综合评估
为基础，以老年医学专家为主导，营养学、药理学、心理
学、康复医学及护理学专家共同参与，为老年患者提供

“一站式”诊疗服务，解决老年人一体多病、多重用药等
复杂问题，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及就医质量。

□本报记者 赵霅煜 通讯员 刘华联

临近9月底，市一院援陕医疗队
已经在三秦大地上工作了4个月时
间，他们先后前往高滩、红椿、向阳、蒿
坪镇中心卫生院，针对医疗管理、技术
帮扶、业务指导等方面进行现场交流
并提出建议，协助安康市紫阳县人民
医院完成帮扶任务。

支医行千里，爱心连苏陕。接下
来，援陕医疗队将继续深入开展各项
工作，将对口帮扶工作有步骤、有计划
落到实处，将医疗技术和理念留下来，
培养出一个带不走的技术团队。

党建引领，做好帮扶工作

5月29日，市一院援陕医疗队出
发，医学超声科副主任钱丰，心血管内
科副主任医师王强，肿瘤科主治医师
吴晨，儿科、新生儿科主治医师杨勇，
医学检验科副主任技师蒋丽娟，肝胆
胰外科副护士长许仙赶赴陕西省紫阳
县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帮扶工作，
为陕西医疗贡献江苏力量。

此次前往援助的6名队员都是中
共党员，在双方医院上级党组织的关
心和帮助下，成立了常州一院援紫党
支部，王强任支部书记，许仙任组织委
员，吴晨任纪检委员。

王强担任紫阳县人民医院心内科
主任兼导管室主任，凭借扎实的理论及
临床基本功，他迅速了解当地大综合内
科的医疗状况，参与科室急性心肌梗死、
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包积液、肺栓塞
等重症患者的抢救工作，制定详细的治

疗方案，提高科室重症患者抢救成功率。
此外，王强还热心公益，多次参加

当地县医院送医下乡义诊活动，为慢
性疾病提供鉴定服务，他还积极开展
线上科普讲座，普及心血管疾病防治
知识。如今，他正投入当地医院导管
室的建设，希望能为紫阳急性心肌梗
死的治疗贡献更多力量。

从无到有，推技术建体系

超声介入是一种微创操作技术，
而当地医院从未开展过此项技术，即
使常规的甲状腺穿刺，病人也需要赶
到安康市才能完成，钱丰决定利用自
身专业优势推广该技术。通过在功能
检查科授课、模型练习、实操带教……
他手把手培养超声介入人员，指导并
完成医院首例甲状腺细针穿刺和乳腺

以及肝脏粗针活检，他将技术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了当地医院的医护人员。

紫阳地区的食管癌、肝癌和肺癌
高发，但医院缺乏肿瘤专科或肿瘤专
业诊治医护人员，担任内二科副主任
的吴晨经充分调研，结合自身专业知
识和临床经验，在紫阳地区逐步建立
和完善消化道肿瘤的规范化化学和靶
向治疗体系，常规开展上述治疗，建立
医疗、护理、药品和患者随访制度，并
努力通过业务培训、下乡走访和义诊
宣教等方法推广肿瘤早筛工作。

担任儿一科、儿二科以及新生儿
科大主任的杨勇成功诊治多例脓毒
症、呼吸衰竭、川崎病、脑炎等危重病
例，成功开展医院首例超声引导下儿
童肠套叠水压灌肠复位术、首例儿童
腰穿手术……同时，结合当地医院儿

科条件和实际业务情况，他还开展儿
童基础生命支持、高级生命支持等相
关培训，修订心肺复苏、呼吸衰竭、心
力衰竭、休克、癫痫持续状态、恶性心
律失常等儿童常见危重症的诊治流
程，并制度化每月模拟抢救训练，提升
儿科整体能力。

优化检验流程，规范管道护理

为提高核酸检测效率、质量和安
全，蒋丽娟刚到当地就立即对医疗救
治组成员和PCR实验室人员开展新冠
检测操作注意事项及异常结果分析相
关培训，并对全员核酸检测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7月，紫阳县人民医院开展窗口部
门服务提升活动。作为检验科副主
任，蒋丽娟带领大家进行全面提升，出
色地完成了整改任务，得到专家组一
致肯定，检验科被授予标杆科室、最具
凝聚力团队称号。她撰写的活动总结
发表在医院及县媒体平台，获得了很
好的社会反响。

为改善全院引流管维护情况，被
任命为护理部副主任的许仙成立全院
管道护理小组，致力于将医院常见管
道的固定及护理标准化，减少非计划
拔管发生率，同时也为院内疑难管道
护理问题提供讨论平台。

此外，许仙还指导两名护士参加
2022年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
举办的首届超能天使大赛并取得佳
绩，同时她牵头成立全院护理操作队，
努力营造年轻护士“积极向上、你追我
赶”的氛围。

市一院援陕“组团式”帮扶

本报讯（汤怡晨 妇幼宣）“医生，
我肚子痛！”在产科本是一句很寻常的
话，但这次却把市妇保院产科主任医
师王芳“吓”坏了。

“赶快联系手术室，立刻准备手
术！”王芳一刻也不敢耽搁，尽管手术前
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真正进入腹腔
时，她还是惊出一身冷汗。该产妇的子
宫薄如纸，透亮得仅剩一层膜相连，胎
儿仿佛下一秒就将破膜而出。所幸手
术及时，顺利分娩一名九斤八两女婴。

之所以如此“惊心动魄”，源于该
产妇的“特殊经历”。产妇今年36岁，
由于特殊原因，之前经历了5次剖宫产
手术，这次住院离上次手术仅隔16个
月，哺乳期尚未结束，发现又怀孕了。
由于胎儿已成形，只能生下。王芳感
慨，剖宫产手术不是儿戏，尤其是经历
6次，如此盲目的行为，不可取。

王芳介绍，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
的全面放开，各类危急重症也成倍增
加，医院收治的高危孕产妇比例达
70%以上，每年抢救产科危急重症400
例以上，高危孕产妇救治成功率达省
内先进。市妇保院作为首批省级孕产
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承担全市孕产
妇危急重症服务管理、临床救治和技
术指导工作，医院始终以“母亲安全、
儿童优先”为目标，不断畅通高危救治
绿色通道，更好保障母婴安康。

市妇保院专家提醒：如此盲目，真要命

36岁产妇剖宫产6次，疤痕子宫薄如纸

□本报通讯员 张亚媛

为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工作，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9月21日下午，新闸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培
训，中心全体职工参加。

培训会上，钟楼区疾病控制中心慢
病科科长崔艳丽结合《2021年江苏省基
本公卫考核表》的项目内容，对省、市建
立居民健康档案、高血压、糖尿病规范

管理的要求和考核指标作了详细讲解，
强调了考核中的要点，并现场随机抽查
中心已建的居民健康档案，逐一查找问
题加以点评，提出改进建议。会后，大
家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管理中碰到的难
点和疑点进行了咨询和探讨。

中心分管主任屠亚军指出了中心
目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要求中心医务人员加强学
习，切实落实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各
项惠民政策。

开展公卫培训 提升服务能力

□本报通讯员 姚瑶 岳文彬

每年9月1日被定为“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日”，2018年国家行动办公室将

“日”扩展为“月”，在每年的9月份集中
向公众普及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知识。

今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的主题
是“‘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市卫健
委、市疾控中心联合打造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月系列“线上”宣传活动，旨在
倡导理念——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引领公
众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9月15日—30日，在“常州疾控”
微信平台“全民健康”栏目持续开展有
奖问答，截至9月26日10时累计答题
人数15888人，答题次数45198次。

9月19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
系列“线上”宣传活动之“常有健康”科
普云课堂顺利开讲，由我市首届健康
教育技能竞赛获奖的优秀讲师们精心
准备的《今天你睡得好吗？》《过敏性鼻
炎“药”你知道》等四部健康科普短视
频首批上线，首日 3407 人次观看，
3209次互动答题，99人幸运中奖，高
标准超额完成预期目标，在龙城掀起
了一波参与互动健康学习的热潮。

另据了解，科普云课堂还将陆续
上线疾病防治、预防接种、女性健康、
饮食健康、爱牙护眼等 12部健康知
识为主题的短视频，明年还将邀请全
市医疗和健康科普的大咖继续推出
各系列健康科普视频，市民朋友们可
关注“常州疾控”微信号，点击下方

“健康课堂”栏目，学习健康知识，树
立健康理念，养成健康行为，建立健
康生活方式。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

市疾控中心开展
系列“线上”宣传活动

□本报通讯员 徐泽华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
公益性作用，切实让老年人享受到基
本医疗保健服务，每年，钟楼区五星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为辖区内企业
退休人员及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健
康体检服务，以实际行动关爱老年人
健康，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
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在体检过程中，有部分老人觉得
“只要我能动我就没有病”，对于“潜

伏”的疾病没有正确的思想认识，对
此，家庭医生主动联系，做这些老人的
思想工作；交通不便的，中心下沉到卫
生服务站就近开展体检；行动不便的，
安排上门体检。全体家庭医生团队秉
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工作态度，将国
家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为老年群体
的健康筑起安全防线。

随着基层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
中心制订了25种家庭医生个性化签
约点单包，老人可选择适合自己的点
单包，自愿选择肿瘤指标等检查项目。

每年通过体检筛查出存在身体异

常的老人，不在少数。今年，中心家庭
医生在查看体检报告时，发现村民朱
某甲胎蛋白超标严重，同时B超提示
肝占位。家庭医生督促其进一步检查
并帮其转诊，经查，朱某确诊肝癌。由
于发现及时，老人病情得到及时治
疗。另一位村民虞某，经家庭医生提
醒为自己增添了体检项目，检查结果
显示肿瘤指标超高，经上级医院进一
步检查为肠道恶性病变，当即住院手
术，主刀医师告知家属，肿瘤正属于高
速生长阶段，如不及时切除，肠腔壁将
破裂、危及生命。

据悉，体检后家庭医生都会为老
人进行一对一的体检报告解读，更新
健康档案，将新发现的高危人群和慢
性病患者纳入慢性病精细化管理项目
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定期随访、运动健
康干预等服务，让老年朋友们真切感
受到关爱。

如今，为期4个月的老年人健康
体检工作已接近尾声，截至目前，中心
今年已为1万多名老人提供健康体检
服务，为他们的幸福晚年筑起了一道
保护屏障，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

暖心体检，为幸福晚年加码
本报讯（汤怡晨 七轩） 近日，市

民王女士特地为市七院妇产科和康复
医学科团队送上了锦旗，对他们的仁
心仁术表示感谢。

原来，王女士的女儿多年前因脑
动脉瘤破裂引发脑出血，失去自理能
力，需要经常住院进行康复训练维持
基本的身体机能。多年来，王女士负
责照顾女儿，女儿虽然无法言语，但已
经对母亲形成了很强的依赖，一旦母
亲离开太长时间，便会出现情绪波动。

今年王女士怀上了二胎，但照顾女
儿的重任一直没落下。近期女儿住院进
行康复训练，王女士一直在病房进行陪
护，直到预产期临近，王女士担心起女儿
来。了解到王女士的烦恼后，康复医学
科和妇产科进行了对接，主动帮其排忧
解难，让王女士到妇产科安心待产，康复
医学科继续对女儿进行康复训练，照顾
女儿的任务暂时由王女士家属承担。

住进妇产科后，团队对王女士进行
了详细的产前评估，王女士第一胎是剖
宫产手术。妇产科主任钱亚萍说：“王
女士是疤痕子宫，根据全面评估结果，
第二胎我们仍然为其进行剖腹产手
术。”做好充分的准备后，生产手术十分

顺利，王女士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生完孩子两天后，王女士在妇产

科贴心的安排下，从妇产科转至康复
医学科，并和大女儿住在了同一间病
房，一起接受相应的康复训练。这下，
王女士既能和女儿朝夕相处，又能进
行科学的产后恢复训练，也方便家人
对他们陪护照顾，一举三得。

在康复医学科，医疗团队为王女
士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计划，包括低频
脉冲电治疗改善盆底肌功能，防治产
后漏尿，子宫脱垂等，同时指导其进行
相应训练，改善腰痛症状，促进恶露排
出，预防盆底肌松弛、腰直肌分离等。

对于王女士的大女儿，学科带头
人何圣三说：“由于患儿病发已有8年
时间，目前的康复主要以维持功能为
主。”团队制定了四肢运动功能锻炼、
言语认知功能锻炼及防止卧床并发症
等训练计划，并对患儿偏瘫肢体进行
综合训练，改善血液循环。

在治疗期间，妇产科和康复医学
科团队处处为患者着想，用仁心仁术
为患者开展诊疗服务，让患者十分感
动，因此出院后特地给两个科室送上
了锦旗以示感谢。

母女双双入住市七院
科室联动排忧解难

时间
9月27日（周二）14:00—15:00
9月27日（周二）15:00—16:00
9月29日（周四）12:00—13:00

9月30日（周五）09：00
9月30日（周五）12:00—13:00
9月30日（周五）14:00—15:00
9月30日（周五）14:00—15:00

9月30日（周五）14：00

地点（线上平台）
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

门诊产科二楼B1—08
武进区五一村第一、第四网络党群直通站

门诊产科二楼B1—08
腾讯会议

新龙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中山路校区

志愿服务内容
手挤奶、奶泵吸奶训练营

早产儿出院后营养
孕期瑜伽

“惠民送健康，情暖迎重阳”科普义诊活动
生育舞蹈

轻松自然 顺利分娩
重阳关爱老人送健康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科普活动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2022年“健康常州服务百姓”大型义诊活动周——

市二院老年病MDT团队走进市爱心护理院

本报讯（汤怡晨 妇幼宣）“大爷，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痛
吗？”9月23日早上7点多，市一院肝
胆胰外科主任陈学敏就出现在市妇保
院、市一院钟楼院区胃肠肝胆科，和患
者们亲切地聊开了。

陈学敏一早就带领全科医生查
房，认真检查每一位患者，详细询问发
病时间、临床症状、术后恢复等情况，
根据患者的临床特点、检验检查结果，

进行综合分析，为医生们讲解诊疗思
路、病情观察重点和治疗要点，对团队
进行手把手的“传帮带”。

查房结束后，陈学敏立即前往手
术室，带领市妇保院、市一院钟楼院区
的肝胆外科团队为64岁的张女士行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手术时长仅15分
钟。张女士于一个月前突然感觉右中
腹不适，持续胀痛伴发热，于是便来到
市妇保院、市一院钟楼院区就诊，经医

生仔细询问病史、查体后，结合B超检
查结果，明确诊断为胆囊结石，具有手
术指征，遂收治入院。“现在在钟楼院
区也能享受到市一院的高质量医疗，
陈主任还亲自来查房、手术，对于我们
来说，真的是太方便了。”张女士不由
感慨。

“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发展，腹腔
镜胆囊切除术以其创伤小、出血少、住
院时间短、恢复快为明显特点，为广大

患者所认同。”陈学敏介绍，市妇保院、
市一院钟楼院区胃肠肝胆科，拥有高
质量的医疗护理团队，可常规开展肝
胆胰脾常见疾病的外科诊疗，熟练开
展腹腔镜下半肝切除术、腹腔镜胆囊
切除术以及各类急腹症手术治疗。

随着市一院专家团队进驻，市妇
保院、市一院共同构建紧密型医疗集
团建设，特别是医疗资源共享方面，为
城西百姓构筑起更牢固的健康防线。

市妇保院、市一院钟楼院区共享资源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