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8

日上午，产科门诊前，孕

18

周的赖女士正在

医院志愿者的指导下，通过手机建立孕妇档案。“ 建档

后，通过公众号，我就能清楚地知道产检时间，可以提

前准备， 包括产检信息都能通过手机查询到， 一目了

然。 ”赖女士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医院的信

息化管理平台，她感慨道：“ 没想到这么方便！ ”据了解，

目前该院共上线了

32

个系统，产科信息化管理平台只

是其中之一。 此平台实现对每一个入网的孕产妇进行

监测管理，规范孕产妇保健管理，建立全面、准确的孕

产妇保健实时数据库。 同时， 平台与医院医疗系统链

接，实现数据共享，当准妈妈进入医院待产时，住院部

医生可以第一时间查到其孕期产检的所有电子信息。

数字化病房建设也是智慧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该院每个病房门口、床头和卫生间都建立了直

接呼叫系统，具有换药、增援、护士定位等功能，降低

了护士到位时间，保证了呼叫零遗漏。 病房内配有醒

目的护理标识，采用

7

色警示级别颜色，让护理工作

更加规范统一。患者的住院信息和护理信息也可共享

到各个护理通讯终端，为患者诊疗、护理方案的选择

搭建了一个优越的硬件平台。

同时，医院推行的智能安防系统实现了对视频监

控子系统、智能一卡通子系统、可视对讲子系统、动环

子系统的集成化部署和应用，实现综合安防系统的全

高清、全

IP

网络、平台统一管理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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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上饶

让 群 众 看 病 更 便 捷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打造“智慧医院”侧记

唐亚婧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德兴市中医院

开展大学习大比武活动

志愿服务活动暖人心

仁心妙手解病痛

患者致谢送锦旗

为进一步给患者及家属提供便利、提高医护人员

审核效率、 切实保障来院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医院推出电子陪护证，患者家属可通过手机在医院微

信公众号提交证件信息。通过人工审核后即可凭此证

明进入医院，在院内集健康码、身份证、电子陪护证等

证件功能于一身，出院时证件自动失效。

张甜是第一位办理电子陪护证的患者家属，她告

诉记者：“ 以前手腕带时间久了，手部不舒服，而且又

担心会掉，现在只需要在小程序登记后就可以进入病

房，很方便。 ”相较于传统纸质陪护证办理过程繁琐、

易丢失、 易伪造等问题， 电子陪护证具备了高效、快

速、无接触等优势特点。 而且，电子陪护证将“ 发放”

“ 回收”陪护证的流程完全电子化、实名化，真正做到

了全流程透明、可追溯，实现了陪护管理的安全性、高

效性和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针对医院信息化运维管理，医院建立

了“ 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所有业务数据的统一与

共享，以此解决信息孤岛，数据标准不统一，管理数

据不准确、区域数据难共享等问题，对于科研、决策

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帮助。 院长还可以通过平台进行

每日查询 ，对医院各类数据进行有效把控 ，科学分

析 ，查找出问题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严控医疗质

量、提高管理效率。

该院副院长周伟表示，下一步，医院将整合优势

资源和即将启用的一期二段工程项目， 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在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患者

就医服务体验、加速医联体建设、升级院内核心平台、

提升医院管理水平等方面推进智慧医疗的创新应用，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 通过信息化实现科学

化、精细化管理，真正让信息多跑路、病人少跑腿，向

智慧医院迈进。

本报讯 方玲英 记者黄珠

慧子报道：近日，弋阳县中医院

妇产科收到一面写有“ 妙手回

春”的锦旗，原来是患者周女士

送来的，以此表达她对该科医护

人员的感谢。

周女士身体一直欠佳，曾因

肝胆疾病， 已行肝部分切除、胆

囊切除、结扎三次开腹的大型手

术。此次因子宫肌瘤、卵巢囊肿、

输卵管束状扩张，入院就诊并实

施手术。 或许是自认为“ 久病成

良医”，周女士在治疗过程中，总

是有一些和医生不同的见解甚

至是不同的治疗方案。周女士的

主治医师汪桂珍从来都是耐心

地对她解释，细心地分析其中的

原因、利弊。 除了一直对患者保

持稳重沉着外，汪桂珍还在手术

前后给予了周女士细致体贴的

心理疏导。这不仅排除了周女士

的紧张焦虑，还大大减少了她对

手术的恐惧感。 治疗期间，周女

士还对医院整洁干净的病房，温

馨舒适的环境大加称赞。

汪桂珍用精湛的医术、高尚

的医德深深地打动了周女士，以

至于在住院期间，周女士一直试

图通过微信转账或者红包等方

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汪桂珍

多次婉言谢绝，因此周女士如今

送来锦旗以表感谢。 收到锦旗，

汪桂珍医师表示，作为一名医护

人员，设身处地为患者思考是我

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锦旗不仅

仅是患者对她个人的感激，也是

患者对中医院总体环境和全体

医护人员的最高赞扬。

本报讯 章玉荣 记者黄珠

慧子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 读

经典、做临床”大学习大比武活

动精神， 进一步提升中医临床

人员理论水平和综合诊疗能

力，不断发扬中医特色优势。近

日， 德兴市中医院开展“ 读经

典、做临床”大学习大比武第二

期活动。

本次活动学习内容围绕中

医四大经典之一的《 温病学》展

开，由门诊医师黄钟琦主讲《 温

病的概念

.

病因

.

辩证》 ，内容包

括温病的特点、温病的分类、温

病的病因、温病的辩证等。讲座

结束后， 大家还在会场进行了

交流研讨， 并进行了相关知识

的理论考试，以考促学。读中医

经典著作， 深刻领会中医药学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引领医务

人员树立“ 读书成为一种习惯和

乐趣”的意识，与临床实践相结

合，从而全面提升医务人员综合

素质。

本报讯 范佳 余西 记者黄

珠慧子报道：近日，上饶市第二

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组成志愿

者团队，前往我市的康养中心和

养老机构，开展了送医上门义诊

活动和关爱老人儿童的志愿服

务。

“ 加油，加油……”康养中心

里发出一声声欢呼声，原来志愿

者们协助老人们参加的“ 活力吹

吹吹”趣味游戏活动正在热闹进

行中。 游戏中，老人们将乒乓球

放在盛满水的杯子中，从第一个

水杯吹到最后一个水杯里，以轻

松有趣的方式来锻炼老人们的

肺活量。志愿者们还给康养中心

的孩子们带去了精心准备的牛

奶 、水彩画笔 、图画本 、识字画

册、玩具等。 在叁医柒护养老服

务中心，志愿者们来到老人们的

床边， 为老人们进行心肺听诊，

提供诊疗建议。 活动现场，志愿

者们还给老人一一进行量血压、

测血糖、做宣讲。

据了解，上饶市第二人民医

院创新志愿者服务模式，先后在

医院内外开展了导诊咨询志愿

服务，举办了“ 关爱老人儿童”、

“ 送医上门促养老”、“ 义诊送医

送药”以及“ 社区健康宣教”等主

题活动。 下一步，该院将继续延

伸志愿服务范围、争创志愿服务

实效、提升志愿服务内涵，切切

实实为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 吴丽丽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自

2018

年

始， 广信区人民医院心电诊断中心先后与辖区内

17

家乡镇卫生院建立心电远程诊断远程协助关系，构建

起一张基本覆盖该区的心电诊断网，

24

小时在线为

各乡镇卫生院提供快速诊断服务。

“ 您有一份新的报告，请注意查收。 ”随着一声提示

音的响起， 该院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接收到了来自某乡

镇卫生院的一份会诊报告， 心电诊断中心医师迅速在

电脑前查看传输过来的心电图像，经过分析，一份诊断

结果报告单在

5

分钟内回传到该乡镇卫生院， 为当下

医生给出了更专业的心电诊断和处理指导。 区、镇医疗

救治体系中的一条绿色信息通道就这样搭建成功，为

基层心电检查的患者提供专业和便捷的诊断， 给可能

存在的危重症患者救治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

据了解，该院诊断中心建立四年以来，已为各乡

镇卫生院提供诊断报告

42464

份，及时发现危急病例

356

例。 对于心电诊断发现的危重症患者，在及时反

馈的同时，医院即时启动转诊救治流程，为危重患者

提供最有力抢救医疗保障。 同时，该院远程心电诊断

中心的建设， 加强了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紧密联

合，实现了医疗资源共享，使部分基层群众的就诊突

破了地域限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级医院的同质

化医疗服务，解决了部分患者的就诊困难，节约了患

者的医疗开支。

广

信

区

人

民

医

院

：

心

电

诊

断

网

覆

盖

1
7

家

医

疗

机

构

手机预约、线上建档、诊间结算、电子药单、数据共享、数字病房、大数据管

理平台……近年来，上饶市妇幼保健院以患者为中心，将大数据、互联网信息

等技术应用于医疗场景，不断提升医院信息化、智能化、科学化水平，打造出智

慧医疗、智慧服务和智慧管理“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智慧型医院，让群众看病

更便捷、更舒心。

挂号时间长、 候诊时间长、 取

药时间长、 就诊时间短是传统医疗

模式最让患者“ 烦心” 的问题。 如

今， 在上饶市妇幼保健院看病时，

只要到自助挂号缴费机上操作几分

钟 ， 便能挂上号 ， 轻松便捷 。 同

时， 医院推出微信平台预约渠道，

甚至无需到医院， 随时就能轻松预

约。

就诊时， 患者可通过触摸取号

机取就诊室的排队号票， 等候电子

屏呼叫至相应诊室就诊。 排队叫号

可以杜绝诊室的纷乱现象， 维护了

门诊的诊疗秩序， 大大减少了患者

排队时间。 医院还开通了微信和支

付宝缴费功能， 能满足持卡患者移

动支付需求， 甚至可在医生诊间直

接结算， 看病付费一次完成， 有效

减少排队次数， 让医疗费用结算更

加及时、 便捷， 实现了“ 边诊疗边

缴费” 服务。

就诊结束后， 以往患者需持处

方到药房等候取药。 如今， 医生开

出电子药单， 直达药房， 患者只需

在取药窗口前的休息区等待叫号即

可 。 特别是新上线的前置审方系

统， 大大缩短了患者的取药等候时

间， 同时也杜绝了不规范、 不适宜

处方， 有效地保障了窗口发药的安

全 ， 得到了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

评。

智慧医疗

医疗服务更贴心

智慧管理

监管流程更透明

健康教育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这

20

条老年人健康知识一

定要知道。

1

， 积极认识老龄化和衰老

老年人要不断强化自我保健意识， 学习自我监护知

识， 掌握自我管理技能， 早期发现和规范治疗疾病， 对

于中晚期疾病以维持功能为主。

2

， 合理膳食， 均衡营养

老年人饮食要定时、 定量， 每日食物品种应包含粮

谷类、 杂豆类及薯类， 动物性食物， 蔬菜、 水果， 奶类

及奶制品， 以及坚果类等， 控制烹调油和食盐摄入量。

3

， 适度运动， 循序渐进

老年人最好根据自身情况和爱好选择轻中度运动项

目， 如快走、 慢跑、 舞蹈、 太极拳等， 每次运动时间

30～60

分钟为宜。

4

， 及早戒烟， 限量饮酒

戒烟越早越好。 饮酒应当限量， 避免饮用

45

度以

上烈性酒， 切忌酗酒。

5

， 保持良好睡眠

每天最好午休

1

小时左右。 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有

严重的打鼾并呼吸暂停者， 应当及时就医。 如使用安眠

药， 请遵医嘱。

6

， 定期自我监测血压

高血压患者每天至少自测血压

3

次， 每次测量两

遍， 间隔

1

分钟， 取两次的平均值。 警惕血压晨峰现

象， 防止心肌梗死和脑卒中； 同时应当避免血压过低，

特别是由于用药不当所致的低血压。

7

， 定期监测血糖

老年人应该每

1

至

2

个月监测血糖一次， 不仅要监

测空腹血糖， 还要监测餐后

2

小时血糖。 糖尿病患者血

糖稳定时， 每周至少监测

2

次血糖。

8

，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老年人应当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控制心脑血管疾病

危险因素， 及早发现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早期症状， 及时

治疗。

9

， 关注脑卒中早期症状， 及早送医

一旦发觉老年人突然出现一侧面部或肢体无力或麻

木， 偏盲， 语言不利， 眩晕伴恶心、 呕吐、 复视等症

状， 紧急送到有条件的医院救治。

10

， 重视视听功能下降

避免随便挖耳； 少喝浓茶、 咖啡； 严格掌握应用耳

毒性药物的适应证； 力求相对安静的生活环境。 听力视

力下降要及时就诊。

11

， 重视口腔保健

坚持饭后漱口、 早晚刷牙， 每隔半年进行

1

次口腔

检查， 及时修补龋齿孔洞， 及时镶补缺失牙齿， 尽早恢

复咀嚼功能。

12

， 预防跌倒

平时应当保持适度运动， 避免单独外出和拥挤环境，

室内规则摆放物品， 增加照明， 保持地面干燥及平整。

13

， 预防骨关节疾病和预防骨质疏松症

注意膝关节保暖； 增加日晒时间； 提倡富含钙、 低

盐和适量蛋白质的均衡饮食； 通过步行或跑步等适度运

动提高骨强度。

14

， 预防压力性尿失禁

注意改变使腹压增高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 如长

期站立、蹲位、负重、长期慢性咳嗽、便秘等。

15

， 保持良好心态， 学会自我疏导

一旦发觉老年人出现失眠、 头痛、 眼花、 耳鸣等症

状，并且心情压抑、郁闷、坐卧不安，提不起精神，对日常

活动缺乏兴趣，常常自卑、自责，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等或

心情烦躁、疲乏无力、胸闷、睡眠障碍、体重下降等抑郁症

早期症状，要及时就诊。

16

， 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发展

阿尔茨海默病多数起病于

65

岁以后， 主要表现为

持续进行性的记忆、 语言、 视空间障碍及人格改变等。

一旦出现记忆力明显下降、 近事遗忘突出等早期症状，

要及早就诊， 预防或延缓病发。

17

， 合理用药

用药需严格遵守医嘱， 掌握适应症、 禁忌症， 避免

重复用药。 不滥用抗生素、 镇静睡眠药、 麻醉药、 消炎

止痛药、 抗心律失常药等。 不轻易采用“ 秘方”、 “ 偏

方”、 “ 新药”、 “ 洋药” 等。 用药期间出现不良反应暂

时停药， 及时就诊。

18

， 定期体检

老年人每年至少做

1

次体检， 积极参与普查， 高度

重视异常肿块、 肠腔出血、 体重减轻等癌症早期危险信

号。 早发现、 早干预慢性疾病， 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降

低疾病风险。

19

， 外出随身携带健康应急卡

卡上注明姓名、 家庭住址、 家属联系方式等基本信

息， 患有哪些疾病， 可能会发生何种情况及就地进行简

单急救要点， 必要时注明请求联系车辆、 护送医院等事

项。

20

， 其他

促进老年人积极进行社会参与， 结合自身情况参加

有益身心健康的体育健身、 文化娱乐等活动， 提倡科学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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