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者章奀发

82

岁， 由于年龄大、

体质差， 基础疾病比较多， 几天前因

腹痛入院。 经过详细检查， 胆道高位

梗阻， 出现严重梗阻性黄疸， 同时检

查提示胆红素升高至

10

倍以上。 医护

人员多方讨论， 决定给患者实施经内

镜逆行胆胰管造影

(ERCP)

、 胆道梗阻

扩张、 胆管内支架放置术。 “ 考虑外

科手术风险比较大， 我们给他做了一

个微创的手术， 胆管狭窄的地方放了

一个支架进去， 手术不开腹， 在外面

看不到创面。” 消化内科副主任王剑表

示， 医院从

2010

年就开始开展此类手

术， “ 在全市范围内是开展得比较早

的， 手术量也处于全市领先。” 手术非

常成功， 三天后， 患者章奀发的黄疸

已经明显退了 。 患者家属祝女士说 ：

“ 入院前， 他肚子痛得饭都吃不下， 经

过手术恢复的很好， 医生说多注意饮

食和休息， 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据了解 ， 该院消化内科成立于

2002

年， 拥有一支从事消化道疾病临

床研究工作的高素质队伍，科室硬件设

备齐全， 拥有先进的富士能电子胃镜、

电子结肠镜、电子十二指肠镜、进口胶

囊内镜、德国进口爱尔博电凝电切氩气

工作站、 呼气试验等治疗及诊断设备，

并拥有目前全市唯一的高清蓝激光内

镜，该设备是消化道早癌筛查利器。 消

化内科副主任兼内镜室主任黄伶仙介

绍道：“ 它对病人早期病变更容易发现，

尤其是对早期胃癌的一些症状更能够

明确，便于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 对我

们医生来说，有了好的工具，诊断水平

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

消化内科团队坚守医疗一线，却从

不放松学习，定期组织培训进修，参加

学术会议，邀请专家交流讲学，与最新

的前沿技术接轨。 不仅如此，

2020

年通

过上饶市柔性人才引进项目

,

与上海市

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达成重点学科

建设合作协议， 上海专家通过专家门

诊、手术指导、会诊等方式进一步提升

该科诊疗水平。 同时，医院参与了由中

国急诊专科医联体关于上消化道出血

快速通道的建设，该院以五星的标准成

功通过评审，是我市唯一一家获批“ 全

国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救治快速通道”的

建设单位。

广信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兼消化内

科主任章正林说：“ 科室将打造成为上

饶市区域内的一个知名学科， 下一步，

再加购几台比较先进的胃镜设备，把一

些中青年医生派到相关专业强的医院

去学习、进修，通过增加设备和培养人

才，逐步提高广信区人民医院消化科的

诊疗能力，使得区域内的老百姓大病不

出县能够得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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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与“死神”的竞速较量

陈梦奇 记者黄珠慧子

职业病防治宣传进企业

用心守护生命“供给线”

———记我市医学重点专科广信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人体消化系统各器官协调合作， 把从外界摄取

的食物进行物理性、 化学性的消化， 吸收其营养物

质，并将食物残渣排出体外，它是保证人体新陈代谢

正常进行的一个重要系统。

如果说消化道是生命的“供给线”，那么消化内

科就是胃肠道的守护者。 广信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是上饶市

2019-2021

医学重点学科之一，是集临床、

教学、 科研为一体的市级消化疾病疑难重症诊治中

心， 承担了广信区患者腹部所有器官的疾病治疗工

作，目前医院能够开展

ERCP

取石术、胆道支架置入

术、鼻胆管引流术、消化道早癌筛查、无痛胃肠镜检

查、

B

超引导下肝穿刺术等技术，部分技术达全市领

先水平。

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 随着气温的增长， 病毒、 细菌也开始加快繁殖， 加上忽

冷忽热的温度变化， 四处飞扬的花粉灰尘都是春季致病的诱因。 那么春季有哪些疾

病呢？ 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多发生于

5

岁以下的婴幼

儿， 每年的

4

月至

7

月是手足口病的主要流行季节。

健康提示： 接种

EV71

疫苗能预防

EV71

型病毒所引起的手足口病； 指导儿童

养成正确的洗手习惯； 家庭常备“

84

” 消毒液， 注意室内外的环境卫生， 勤换、 勤

洗、 勤晒衣服和被褥， 每天定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尽量少带孩子去拥挤

的公共场所， 特别是避免与有发热、 出疹的儿童接触； 一旦出现发热、 皮疹 （ 特别

是肛周皮疹） 或口腔溃疡等， 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狂犬病： 春季猫狗等动物进入发情期， 是犬伤人事件的高发期， 随着天气回

暖， 市民外出活动增加及衣衫减少， 被犬只咬伤后， 易造成皮肤破损。

健康提示： 科学管理宠物， 饲养宠物的家庭应及时主动给宠物接种疫苗， 同时圈

养好自己的宠物， 不要随意遗弃。 在外出遛狗时， 应使用犬链、 嘴套、 犬笼等， 以便

控制犬类的活动范围和行为， 避免犬伤人事件的发生； 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和流浪动物，

遇到陌生的猫、 狗等动物时， 不要挑逗、 玩弄， 不要奔跑或猛跑猛跳， 更不要踢打、

拉扯， 减少被抓伤和咬伤的机会， 不要让动物舔舐皮肤伤口； 被狗、 猫等动物咬伤后

应尽快到医院接种狂犬疫苗。

呼吸道传染病： 春日天气变化多端， 在享受春天活力的同时， 也要警惕一些呼

吸道疾病， 常见的疾病包括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腮腺炎、 猩红热、 百日咳、 水痘、

麻疹、 风疹等。

健康提示： 对有疫苗预防的传染病如流感、 麻疹、 水痘、 流腮等， 按相关接种

要求及时和全程接种疫苗； 注意个人卫生， 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 每天定时

开窗通风数次， 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尽量避免接触活禽、 病死禽或其粪便； 流行高

峰期应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 如出现相关症状应及时就医， 并减少接触他人， 尽量

居家休息。

野生植物中毒： 春季气温适宜， 各种野菜生长旺盛， 也是野菜中毒高发期。 在

享受美味的同时应注意个人防护， 谨防误采误食中毒。

健康提示： 外出郊游时不要采摘、 购买、 加工和食用不熟悉或来历不明的野

菜、 野果及菌类； 注意饮食安全， 生食野菜应清洗干净， 对不宜生食的野菜， 需要

经浸泡、 蒸煮、 烹调等处理； 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严把原料关， 不采摘、 不加工、 不

经营不认识的野菜或蘑菇； 若食用野生植物发生食物中毒要及时就医。

花粉过敏： 春暖花开， 群芳争艳， 是花粉过敏的高发季节， 外出踏青要做好防

护， 避免花粉过敏。

健康提示： 有过敏史的人， 尽量少去花草、 树木茂盛的地方， 不要随便去闻花草； 外出郊游

时最好带上抗过敏药品， 戴上帽子、 口罩和穿长袖的衣物， 尽量避免与花粉直接接触。 户外活动

结束回家时， 要及时洁面、 洗澡， 洗掉粘在身上的花粉； 选择不易产生过敏的时间出游， 大风天

气最好不外出游玩， 花粉容易传播， 容易接触过敏源； 若感到皮肤发痒、 全身发热、 咳嗽时， 应

马上离开此地， 及时到医院诊治。

（记者黄珠慧子整理）

日前， 玉山县中医院心脏病一科团队上演了一场与“ 死

神”的竞速较量……

当日下午

17

点

50

分， 一位

90

多岁的老大爷因胸痛被紧

急送往玉山县中医院，此时的他情况很不好，大汗淋漓，四肢厥

冷。 急诊科医师姜志强经过简单的询问检查后，初步诊断为急

性心肌梗塞，立即启动胸痛流程，一边做心电图，抽血完善各项

检查，口服“ 心梗一包药”，一边呼叫心内科介入团队。但因患者

年龄大，病情危重，又错过了最佳溶栓时间窗，手术风险极大，

但是多耽误一分钟，患者就多十分的危险。为抢救患者的生命，

该院心脏病一科团队，在副院长罗树芳亲自指挥下，一边按疫

情防控要求，做核酸，做抗原，一边做好手术的各项准备，激活

导管室。从患者到医院，到完成支架植入术，前后仅用了不到一

个小时，术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转危为安。

这场与“ 死神”竞速较量的生命接力，只是医院胸痛中心日

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自该院引进心血管介入影像设备

和开设介入导管室以来， 心脏病一科先后开展了冠脉造影术、

冠脉支架植入术、药物球囊扩张术、左心室造影术、肾动脉造影

术、各种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术、临时及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术

等。 同时，医院还开辟了急性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保证全年

24

小时急诊人员随时到位。

在紧跟心脏介入治疗前沿技术的同时， 心脏病一科不忘

发挥中医治疗特色：辨证论治，因人因时制宜，制定个体化治

疗方案。积极开展胸痹病的中医诊疗方案及临床路径管理，牢

牢把握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标实当泻，本虚宜补的胸痹治疗

原则。并努力探索心血管的中西结合防治方法，以此对心脑血

管常见病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肌病、瓣膜病及各种

心律失常进行诊治。

本报讯 王苗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上饶市经开区医院作

为职业病体检“ 五项全能” 机构， 积极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

动， 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 宣传贯彻 《 职业病防治法》 ， 营

造全社会关心、 关注职业病防治的浓厚氛围， 切实保障广大

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近日， 该院走进多家企业开展了职业

健康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医务人员通过悬挂活动周宣传主题横幅、 摆

放宣传展板、 发放宣传折页、 现场宣讲等多种形式宣传职业

健康相关知识。 同时， 医务人员还为劳动者提供职业健康咨

询、 免费测血压血糖、 义诊等服务， 开设了职业病防治相关

知识讲座， 进一步提升职业人群健康素养， 切实保障劳动者

身体健康。

与此同时， 上饶经开区医院在大门口电子大屏持续播放

职业性尘肺病科普短片， 在体检大厅摆放职业病防治知识宣

传展板， 发放常见职业病危害与预防宣传折页， 宣传职业病

防治法， 让劳动者充分了解职业危害相关知识， 增强职业健

康防护意识， 保护自身职业健康权益。 下一步， 上饶经开区

医院将继续深入开展职业健康知识宣传活动， 引导公众了解

职业危害， 树立职业健康意识， 提升职业健康素养水平， 切

实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为建设健康

上饶做出新贡献。

“ 医生， 我妈妈的药今天吃

完就没有了， 现在在广丰区， 不

能来医院复诊开药， 请帮帮我的

妈妈。”

5

月

3

日 ， 江西医专第

一附属医院内二科主任医师席会

凯接到了一位患者家属的求助电

话。 这是一位

70

多岁的多神经

功能系统萎缩的患者， 之前一直

在该院内科就诊， 她的口服药即

将吃完， 且此种药物市面上比较

少见难以购买， 一旦停药， 极有

可能出现血压急剧下降甚至出现

生命危险， 患者及家属焦急之情

可想而知。

席会凯得知情况后十分着

急， 于是他立即将情况上报， 经

过多方协调， 决定按照疫情防控

有关要求， 将药物由医院专车配

送至患者家属手中。 此时正值中

午， 还未吃午饭的席会凯坚持要

和司机一同前往配送药物 ， 他

说： “ 此种药物较为特殊， 我要

把药物口服剂量和注意事项与家

属交代清楚。” 经过与患者家属

沟通， 在信州区和广丰区交接处

将药物给了家属， 并将注意事项

交代清楚之后， 席会凯才安心回

来。 其实席会凯自己也是

80

岁

高龄 ， 来回的奔波让他疲惫不

堪， 但他自己心里清楚， 不跑这

一趟， 心上悬着的石头， 怎么都

放不下。

50

年如一日 ， 不曾改变 ，

席会凯始终义无反顾地奋斗在

临床一线。 “ 只要患者有需要，

医院有需要， 我就一定在。” 他

是这么说 ， 也是这么做的 ， 不

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 ， 内二

科病房总是能看到他穿着白大

褂忙碌着 。 虽然有着五十多年

的丰富临床经验 ， 但他从未放

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 平时除了

坐门诊 ， 就是带着科室年轻医

生进行查房 、 病例分析 、 查阅

资料等 。 工作之余 ， 也经常钻

研学习 ， 科室的年轻人都被他

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折服 。 席

会凯对年轻医生言传身教 ， 既

毫无保留地传授工作经验 ， 还

时常督促年轻人树立敬业严谨

的正确态度 ， 他对科室年轻一

代的成长起到把关护航的作用。

医者仁心 ， 心怀大爱 。 他

是患者们贴心的“ 老朋友”， 救

治过的患者无以计数 ， 多年来

一直与患者们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 他是医生们尊敬的老专家，

用 自 己 的 实 际 行 动 ， 践 行 着

“ 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

献 、 大爱无疆 ” 的职业精神 ；

他是一名

80

岁的医者， 现在仍

在临床一线坚守着， 他用

50

年

的岁月 ， 把医者仁心刻在生命

的年轮里。

50 年坚守临床一线

他把医者仁心刻在生命的年轮里

徐味味 记者 黄珠慧子

健康养老知识进社区

本报讯 王丽红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 近日， 弋阳县中医

院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开展“ 健康养老知识进社区” 活动，

为群众提供健康义诊， 科普应急救护、 日常保健等知识， 倡

导健康生活、 宣传健康理念。

“ 爷爷， 您的血压控制的还不错， 不过还是要注意饮

食、 多运动……” 在弋阳县桃源社区， 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

们正耐心地与每一个前来义诊的社区居民交流。 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开展为群众免费测血压、 测血糖等义诊活动， 耐心

解答群众各种健康问题， 指导群众规范用药， 发放健康教育

宣传资料， 普及医学常识和健康知识。 同时， 还为群众对一

些疾病的并发症进行相关的讲解， 提出合理膳食、 适当运动

等健康指导。

此次活动， 志愿者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以实际行动践

行和弘扬了南丁格尔志愿服务精神， 提升了居民防病治病意

识和健康管理能力，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南丁格尔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