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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6日，医院十一届三次职

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学术报告

厅顺利召开。全院90名正式代表出

席会议，部分中层干部代表受邀列

席会议。

　　代表们以高度的使命感和主人

翁精神，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政

议政，为医院发展建言献策。代表

们一致认为，熊少云院长所作的

《2022年医院工作报告》客观全

面地总结了医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和

取得的成绩。在市委、市政府和市

卫健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医院党政

班子的带领下，全院干部职工出色

的完成了常态化疫情防控任务，实

现了医德医风和行业作风双优化。

报告内容客观实际、鼓舞人心、催

人奋进。

　　大会指出，2022年是医院

“十四五”规划深入实施的关键之

年，也是医院迈向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的奋进之年。在新阶段新征程开

启之际，全院职工凝智聚慧，制定

了年度工作要点，明确了主要奋斗

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发挥

党建引领，夯实高质量发展强大根

基；二是加快转型升级，凝聚高质

量发展内生动力；三是抓严疫情防

控，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四

是实施精细化管理，实现高质量发

展目标效益；五是推进优质服务，

打造高质量发展品牌形象。全院干

部职工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砥

砺前行，扎实推进各项目标任务落

实落细。

　　经过讨论、审议，表决通过了

《2022年医院工作报告》《2022

年工会工作报告》《2021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和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2020年度医院外部审计报

告》以及医院各类管理性文件等。

　　会议期间，来自临床、医技和

行政职能科室的十名职工代表就专

项提案作大会发言。他们在会前进

行了充分调研和深入思考，结合当

前医疗卫生改革、三甲评审等要求

以及学科发展形势，提出了很多具

有创新性、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对评为2021年度先进科室的三

个科室和“最佳科主任、最佳护士

长、最佳管理者、最佳医生、最佳

护士、最佳职工”进行了表彰。

　　大会号召，全院干部职工要在

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

“自信、发奋、齐心”的精神状

态，敢担当，善作为，凝聚起应对

风险挑战的磅礴力量，于危机中育

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新发展实践，踔厉奋发启

新程，笃行不怠谱新篇，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院工会　胡敏华）

　　2月21日上午，医院召开专题会议传

达学习全省医疗卫生系统警示教育大会

精神，院领导班子成员、各职能科室负

责人参加。

　　会议通报了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熊汉鹏违纪违法

案以及近年来查处的全省医疗卫生系统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有关情况，传达学习

了江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马森述在全省医疗卫生系统警示教育

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要求，全院 干 部 职 工 要 充 分

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的艰

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深刻认识腐

败行为的危害之深、代价之大、成本

之高，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要对

照反思，以案为鉴、以案明纪，推动

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要恪守医德，

廉洁行医，自觉抵制红包、“回扣”

等行业不正之风；要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时刻头悬利剑、心存戒惧，坚守

底线，不踩红线；要守正创新、开拓

进 取 ， 认 真 履 行 职 责 ， 守 护 人 民 健

康，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实落细，全

面建设党风清正、院风清朗、医风清

新 的 清 廉 医 院 ， 当 好 人 民 健 康 的 守

护者。    

（监审科　万玉玲）

　　2月28日下午，医院召开专题会议

传达学习2022年全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

精神。院长熊少云主持并讲话，院领导

班子成员和职能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2022年南昌市卫

生健康工作要点。要点准确把握了新时

代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使命担当，

明确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新理念，并对

2022年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周密

的安排部署，围绕“一个中心、五个卫

健、六大提升”，共涉及71项重点工作

任务，为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了遵循，指

明了方向。

　　会议指出，医院2022年工作计划

要结合南昌市卫健委整体工作要求，

目标一一对照，任务一一拆解，责任

一一落实。

　　会议强调，一是要强化危机意识。

全院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到当下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紧扣健康南昌建设总目

标，切实把思想和行动聚焦到医院2022

年的发展目标上来，全方位、全周期维

护和保障人民健康。二是要发挥主观能

动性。全院干部职工要把学习贯彻会议

精神与落实医院2022年目标任务紧密

结合起来，统筹谋划好全年重点工作，

凝心聚力，拼搏奉献，以对人民健康高

度负责的态度，以有力有效的措施，推

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三是要把好高质

量发展“方向盘”。要认真贯彻落实上

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围绕“高质

量发展”永恒主题和“大抓落实年”总

体要求，找到医院高质量发展“新钥

匙”，以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为根本

目的，以更优绩效和更好服务开创医

院综合转型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切实

彰显省会担当，为健康南昌建设贡献

更大力量。

（行办　李婷）            

　　2月14日下午，农工党南昌市第九医院支部召开

2022年第一次委员会议，会议由支部主委朱国琴主

持，全体委员参加会议。

　　副主委沈萍总结了2021年支部工作情况，委员熊

建红汇报了支部经费使用情况，委员敖琴芳汇报了新

党员发展情况。朱国琴对2022年支部工作作出部署：

一是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

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加快我院“农工党党

员之家”的建设，提升支部的凝聚力；三是要积极拓

展社会服务活动范围，不断提高我党的影响力；四是

要鼓励党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参与医院义诊、扶

贫、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等社会服务活动。

　　与会委员畅所欲言，为支部组织建设出谋划策，

表示要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支部各项活动，为支部工

作贡献力量。

（农工党南昌市第九医院支部　熊志群）

　 　 医 学 博

士，副主任医

师，普外科主

任。2019年5

月，作为高层

次人才引进。

担 任 科 主 任

后，结合现状进行人力资源整合，组建

了一支特色鲜明的专业技术团队。充

分发挥肝病专科优势，创建了以肝胆

胃肠外科为主，以微创理念为特点，

兼顾感染外科业务的特色普外科。  

　　带领团队开展肝肿瘤和梗阻性黄

疸的MDT规范诊疗，规范了日间手术

等，针对艾滋病、结核病、梅毒等特

殊感染人群设置了独立病房和隔离手

术间，为感染病患者提供了高水平外

科手术平台。他不断拓宽普外科手术

范围，可开展手术涵盖肝癌、胃癌、

结直肠癌、胃肠道间质瘤、胆管癌、

胆道结石、门脉高压脾亢、乳腺癌、

甲状腺癌、腹外疝、泌尿系结石、肛

周疾病等多种疾病。三年来，开展的肝

癌切除手术量居南昌市前列，业务水平

达到市内医院普外科领先的高度。

　　主持完成江西省卫健委课题《肝

脏尾状叶的供血系统解剖学临床应用

研究》；发表SCI一篇；主持发明《一

种肝胆外科用球囊扩张导管》，获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2021年获批的南昌

市科技局课题《植入性胆道通路系统

在难治性复发性胆管结石治疗中的应

用》在研。同时，带领全科成功获批

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1项、江西省

卫健委课题3项。

　　1998年来

院，二十余年

始终坚守在临

床护理一线。

她团结同事，

爱护患者，勤

勉努力，踏实

肯干。

　　2015年加入章金媛爱心奉献团小

组，在院领导及胡敏华主任的带领

下，利用休息时间积极参加院内外志

愿服务，做好实习生志愿服务带教，

先后取得江西省五星级志愿者及中国

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队颁发的中国护

士志愿精神贡献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作为护士

长及第一应急梯队人员，带领全科护

士写下请战书，并按医院部署腾空呼

吸科病房，全科医护人员进入抗疫一

线。疫情初期，从机场、火车站、社

区送来大量发热患者，发热门诊每天

人满为患，而且患者多内心充满恐惧

和不安，甚至有人因为被送来医院而

愤怒、狂燥。她和护理人员既要及时

安排患者有序就诊，还要对患者做好

疾病宣教和心理干预。

　　她通过接待患者不断总结经验，

配合护理部制定完善发热门诊工作流

程，合理规范门诊布局，严格按照流

程要求做好医护人员职业防护及患者

的终末消毒。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

上护目镜，为患者测体温、抽血、订

餐、安排留观床位及消毒擦抹，每个

班次下来，她都是双腿沉重，呼吸急

促，视力模糊……但是， 为了患者的

生命健康，她一直毫不松懈地坚守。

　 　 无 畏 无

惧 的 “ 逆 行

者 ” 。  她 每

天都要下病房

检查医务人员

的工作情况，

担心医务人员

疏忽造成防控风险，盯着他们的防护

用品穿脱是否到位。经常进入隔离病

房、发热门诊督导检查工作中是否存

在疏漏，终末消毒是否到位。忙起来

就连简单的工作餐都不能按时吃，但

为了全院的安全，她毅然决然坚守在

疫情防控一线。 

　　认真细致的“检查员”。大到发

热门诊、隔离病房的改造，小到同事

的“指甲”，她都会认真检查，查找

漏洞。在她仔细严谨的督查下，隔离

区里“三区两通道”的“硬”防火墙

扎扎实实地保护了医务人员的安全。

　　甘于奉献的“实干者”。“老

妈，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夜

深了，儿子打来电话。而她总是说

“老妈还在工作，你先睡。”加班加

点是工作常态，家里的大事小事都顾

不上。父亲因为肺癌经常要住院治

疗，她却没有一天时间去陪护。她知

道，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不能为了

“小家”丢了“大家”。

　　她常说：“作为一名院感管理人

员，我们不能拿起手术刀亲手为病人

解除病痛，但可以通过严格的院感管

理，保证手术环境的安全、器械消毒

灭菌合格，无菌操作更加规范，确保

医疗安全，减轻患者痛苦。”

　　她是中西

医结合肝病科

的一名普通护

士，二十余年

始终坚持在临

床护理一线。

她 曾 参 加 非

典、禽流感疫情的一线救治，在新冠

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之时又毫不犹豫的

舍下家中老人和孩子，第一时间写下

请战书。穿上防护服的她度过了初期

的不适，快速调整了状态，适应了隔

离病房的工作和生活。她在隔离病房

工作期间正是疫情高点，病人数一次

次攀升。每次值班后，防护服里早已

被汗水浸透。虽然工作辛苦，但她感

到更多的是庆幸，庆幸能够以这样的

方式守护他人的生命。

　　作为医院为数不多的静疗专科护

士，她既要负责静疗病人的置管、换

药、拔管和日常维护，还要对全院出

现异常的静疗病人会诊，定期的静疗

小组专业讲课培训。她自己也刻苦好

学，利用各种方式与平台学习先进知

识与技术，不断提升个人业务能力。

她常说，能学以致用解决病人的健康

需求是最大的回报和乐趣。

　　业余时间，她还积极投身志愿服

务工作，与医院的志愿小组成员一

道，为社区和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健

康体检和家庭护理，并结对帮扶了几

名生活困难群众，经常上门与他们交

流谈心，宣传介护知识，做保健指

导，为他们送上关心和温暖。

　　他于2005

年参加工作，

一直辛勤耕耘

在传染病防治

临床、科研和

教学第一线。

擅长各种肝衰

竭的治疗和抢救，对应用人工肝技术

进行肝功能衰竭及各种急慢性中毒的

临床抢救和研究有较深造诣。

　　他潜心科研，担任江西省研究型

医学学会感染病分会青年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江西省整合医学会感染病

分会委员、江西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

会人工肝学组委员，主持科研课题两

项，参与的科研项目“自体骨髓干细

胞移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实验和临床

应用”荣获南昌市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他是《Gut》中文版肝病专刊青年

编委。与科主任熊墨龙教授将十多年

来人工肝治疗的临床经验予以总结，

并结合当前非生物型人工肝最新理论

和技术进展，对临床人工肝血液净化

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概述，编著《非

生物型人工肝基础与临床》一书，成

为人工肝专业人员的参考书和指导工

具。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加班加点是工作常态，哪

怕休息时也要到重症病人床头查房巡

视。为病患诊疗时，他总是和颜悦

色、轻言细语，耐心解释、细致操

作，获患者及家属点赞无数。

十一届三次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传达学习全省
医疗卫生系统警示教育大会精神

农工党南昌市第九
医院支部召开2022
年第一次委员会议

传达学习全市卫生健康工作会精神

喜　报

　　我院艾滋病治疗中心主

任胡敏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称号。

　　极不平凡的2021年，饱含着汗水与艰辛，也酿制出欢歌与硕果。医院全体干部职工，为建党百年深学党史、颂赞党恩，为疫情防控勠力同心、全力

以赴，为学科建设赓续前行、奋楫争先，为科研教学呕心沥血、创新担当，为医疗服务精诚奉献、大爱无疆。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们筑梦前行，耕耘着、收获着、幸福着……一个个典型脱颖而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引领我们奋勇前行。让

我们以身边的先进典型为标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加油干！

最佳科主任　毛卫
工作缄言：真诚做事　谦朴为人

最佳护士长　张艳红
工作缄言：做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人

　　他2018年

来院工作，现

为党办科员。

在平凡的岗位

上 ， 他 以 积

极 主 动 、 踏

实肯干的工作

作风，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广泛好

评。

　　2021年，正值纪念建党百年，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全面铺开，党办的工

作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在分管领导和

科室负责人的带领下，他认真筹备、

精心组织，顺利举办庆祝建党百年和

党员表彰大会、微党课比赛、“唱

支山歌给党听”合唱比赛等系列重大

活动，广泛组织开展党员健康义诊等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他牢固树立服务意识，热情主动

做好党员学习、培训、组织关系转接

等服务工作。文明单位创建测评体系

涉及20多个大项，100多个分项指标，

他积极主动与各部门协调对接，按要

求认真收集整理每一份资料并按要求

上报，保证了医院在南昌市文明单位

复查资料审查中未丢1分。

　　在日常事务之外，材料草拟工作

也非常繁重，面对一件件时间要求

紧、质量要求高的撰稿任务，他经常

利用周末或晚上的时间，加班加点地

挑灯夜战。

　　党务工作政策理论性强，专业素

养要求高，为此他坚持利用业余时间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思

想政治理论水平。参加市直卫健系统

申论写作竞赛荣获“二等奖”。

最佳职工　赵坚
工作箴言：遇事无难易　精耕细作而成之

最佳管理者　胡媚
人生箴言：踏踏实实做人　勤勤恳恳做事

最佳护士　龚敏
工作缄言：以诚待人　以心换心

最佳医生　谢能文
工作缄言：用心书写患者健康　对每一位患者都要担起责任

身边的典型：医院“六佳”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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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狂犬疫苗接种）

88499510

医保咨询

88499521

服务中心

88499503

投诉接待

88180719

一站式服务

88499546

健康咨询

88499555

门诊免费预约

4008881269

肝一科

88499613

肝二科

88499623

肝三科

88499633

肝四科

88499643

肝五科

88499653

感染一科

88499603

感染二科

88499608

感染三科

88499662

骨科、普外科

88499673

中医科

88499567

呼吸内科

88499586

消化内科

88499587

妇产科

88499592

ICU

88499648

人工肝中心

88499522

血液净化中心

88499523

介入室

88499526

消化内镜室

88499560

骨科、普外科门诊

88499513

妇产科门诊

88499512

HIV门诊

88499548

发热门诊

88499541

口腔科

88499516

中医皮肤科

88499517

健康体检科

88499684

　　放射科有着悠久的历史， 是我省传染病医院中最早开展

放射检查的科室。目前开展的技术项目有：全身各部位常规

摄片，各类X线造影检查，各器官的CT平扫及增强扫描，全

身动、静脉血管成像，骨骼三维成像和骨密度检查等。

质量为先

做影像诊断的“火眼金睛”

　　放射科是医疗战线上的“前哨兵”，是临床医生的“眼

睛” ， 在医疗活动中担任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每位诊断医

师平均每天要浏览超10000幅图片，他们瞪大火眼金睛审视

每一个影像，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对于一些疑难病例，科

室往往要利用下班时间开展集中讨论，以便为临床提供精准

的诊断。

　　科主任黄志华将科室内涵建设放在首位，一贯强调诊断

技术的精与专。集体阅片是每天的科室早课。放射科的工作

从每天早晨集体阅片开始，晚班医师准备好头一天的疑难或

需要讨论的病例，介绍病史、分析影像，大家展开集体讨

论。在科室集体阅片的同时，黄主任还积极与临床科室和功

能影像科等兄弟科室沟通，以便为精确诊断搜集到尽可能多

的参考信息。病例追踪阅片讨论会是每月必有的固定日程。

每个月科内要组织数次业务学习，并针对疑难病例或临床存

疑的影像诊断，组织科室成员讨论，还请来临床专家参与放

射影像会诊。

　　得益于全科人员的不懈努力，2021年，科室未出现一起

差错事故或医疗纠纷，诊断报告得到临床科室的一致认可。

责任在肩

做分工协作的“一线劲旅”

　　岗位就是战场。医院目前平均每工作日的增强扫描率在

20%以上，工作量在同级医院中居前列。面对人手紧，工作

量大的现状，为提高工作效率，放射科的每一位成员都服从

安排，密切协作，工作有条不紊：护师既要承担预约、患者

的造影注射，还要与患者及临床医师进行大量沟通协调。技

师们不但要承担本科室的CT扫描、DR检查、骨密度测量，

还要参与介入室设备操作，到各病房床旁摄片。无论是在

ICU、胃镜室，还是在艾滋病房、骨伤科，经常会出现技师

们的身影。几位女技师，凭着娇小的身躯，推着半吨重的设

备，行走在全院各病房间，为重症或不能行动的患者进行床

旁拍片，一整套流程下来往往全身湿透。尤其是发热门诊排

班的CT检查技师，他们不畏风险，两年多来坚持不懈，全副

武装地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研学业务

做精益求精的“技术尖兵”  

　　科室人员在科主任黄志华的带领下，不断总结经验，刻

苦钻研。2021年申报并获批省卫健委课题一项。黄志华多次

受邀在全国、省市放射专业年会授课。雷凤医师获聘全国知

名影像专业网站编辑。科室注重加强人才培养， 先后选派多

名骨干到省内外知名医院进修学习，及时掌握影像诊断新技

术， 强化放射技术的应用能力， 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坚实的

技术保障。

　　今后，放射科将继续秉持精益求精的服务理念，深耕专

业技术领域，为临床和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精准的检测服务。

　　南昌市第九医院普外科始建于1990年，

经过几代普外人的辛勤耕耘，为学科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科室成立早期人才梯队匮

乏，在前任科主任焦磊明的带领下逐渐发展

壮大，形成了以治疗肝硬化门脉高压为主的

特色专科。科室骨干成员黄义华、汪建辉、

熊绍军、曹涌等医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为科室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2019

年，医院引进毛卫博士担任普外科主任。两

年多的时间里，毛卫带领普外科团队突飞猛

进，使学科技术水平达到了市属医院普外科

领先的高度。

市内首创感染外科

　　2019年，在南昌市首创感染外科专业，

专门收治合并各种感染、传染性疾病的外科

手术患者。病种包括艾滋病、结核病、梅

毒等各种特异性感染、传染性疾病。手术范

围涵盖肝癌、胃癌、结直肠癌、胃肠道间质

瘤、胆管癌、胆道结石、门脉高压脾亢、乳

腺癌、甲状腺癌、腹外疝、泌尿系结石、肛

周疾病等多种疾病。目前每年感染外科手术

量约120人次。

医护合力竭诚服务

　　普外科的工作特点是工作量大、不定

时、手术困难、术后处理复杂，对医生的体

力脑力都要求较高。针对这些特点，普外科

医师团队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工作计划，统筹

安排日常接诊，最大限度地发挥全体医师的

能动性，对每一个门诊病人、每一例住院病

人，都竭尽全力地满足他们的诊治需求，并

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由于近年来普外科收治病种大范围扩

充，很多以往从未接触过的病种大量涌现，

给护理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护士长邹

华英积极组织护理团队加班加点守护病患，

并利用业余时间查阅文献资料，虚心学习新

病种的特殊护理理论与技能。细心、耐心、

精心、专业的护理服务，赢得了患者及家属

的一致好评。

临床科研互促共进

　　临床技术的大幅拓展与提升为科研教学

提供了助力。以往因受病种单一的影响，科

研工作受到局限。2019年以后，随着收治病

种的不断扩展，病人数量的增长，各个级别

的科研课题也层出不绝。

　　2019年毛卫主持获批的江西省卫健委课

题《肝脏尾状叶的供血系统解剖学临床应

用研究》， 于2021年提前结题并形成论文

《A practical study of the hepatic vascular 

system anatomy of the caudate lobe》，

发表于SCI杂志Quantitative Imag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其主持获批的南昌

市科技局课题《植入性胆道通路系统在难治

性复发性胆管结石治疗中的应用》目前在

研；其主持发明的《一种肝胆外科用球囊扩

张导管》，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黄义华成

功获批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穴位艾

灸在脾切除围术期ERAS理念中的应用》，

获批江西省卫健委课题《CAR/PAB比值结

合MELD评分对脾切除围术期预后的预测价

值研究》。熊绍军获批江西省卫健委课题

《HIV-1病毒蛋白gp120、tat和炎症因子参与

艾滋病患者围手术期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发展

的临床研究》。众多科研课题的成功申报在

科内掀起了一股科研热潮，也促使学习风气

进一步浓厚。

　　一个优秀的集体，必然不缺乏高度的

凝聚力。普外科正向着更高更强的目标阔

步前行。

　　过去的一年，宣传科紧紧围绕医院中心

工作，充分发挥宣传引领、舆论引导、健康

传播、树立形象等功能，为医院综合转型和

改革发展贡献了绵薄力量。

围绕中心

弘扬行业主旋律有声有色

　　宣传科围绕疫情防控、纪念建党百年和

医院转型升级等重大中心工作，有针对性地

通过大众媒体和医院微信、抖音、网站等

自媒体广泛地进行宣传推广。加大疫苗接

种知识宣传，引导群众积极接种疫苗并做

好科学防控。在自媒体平台设置纪念建党

百年专题、专栏，连续报道各类活动信息

和党员先锋示范岗事迹。拍摄制作的短视

频《致敬南昌市第九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点

的一线“守护者”》，被《学习强国》转

载。专题片《医脉相传——纪念建党百年 

献礼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天使的翅膀》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奋进力量合唱比赛》

等短视频在医院视频号推送，收获大量点

赞。报送“推行新模式 绽放新魅力”党

建工作案例至长三角传染病防治医联体年

会，荣获二等奖。南昌日报、江西日报、

南昌新闻网等权威媒体刊发反映医院形象

的综合稿件百余篇次。

选树典型

塑造先进有层次有突破

　　重要典型重点宣传。2021年，胡敏华荣

获第48届南丁格尔奖。这是全院职工的骄

傲，也是我院先进人物选树培养工作的重大

突破。自获奖以来，各级媒体争相报道。新

华社拍摄制作专题片，香港文汇报整版报

道，江西日报刊发整版报告文学，其他各级

媒体也以多种形式报道胡敏华先进事迹百余

篇次。院内通过微信、网站等自媒体进行了

相关事迹宣传。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开展事迹

宣讲会3场、研讨会1场，配合江西科技出版

社编纂的《在一起：胡敏华工作日志》一书

即将出版发行。

　　各类典型广泛宣传。对各级荣誉的学科

典型和先进人物通过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开

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先后对南昌市首

批重点学科重症肝病科、医院重点建设科

室普外科、骨科等采用学科带头人专访、

专家专题等形式进行宣传报道。对评为省

五一劳动奖章、市先进工作者和医院“六

佳”职工等，通过自媒体和展版等形式刊

发先进事迹。

创设平台

阵地建设有创新有温度

　　一是组建宣传队伍。挑选有播音、视频

拍摄制作特长的职工组建成音频视频小组。

充分发挥成员个人专长，策划、制作反映行

业形象和科普内容的音视频作品50多个。

二是创设宣传平台。在医院微信服务号开设

“南昌九医健康”专栏，医院微信视频号推

出【南昌九医健康：直播讲堂】，由临床专

家参与直播，向广大网民传播科普和疾病防

治知识，解答疑难问题，推介科室特色。自

媒体的推广运用在增强宣传效果的同时，

又节约了宣传成本。三是创新传播形式。

与江西人民广播电台民生频率合作，举办

“健康文艺进社区”活动。通过专家义诊+

文艺演出的形式，将健康知识和专家诊疗

送到基层社区。全年举办了6场，参与群众

1200余人次。

　　2021年年末的一天，病房收治了一位青年人，高个子，

浓眉大眼。如果不是他满脸的愁云和双手捂腹的状态，没人

会把他当病人看。经详细问诊了解到：

　　患者32岁，从事餐饮业，已有2个孩子，偶尔饮酒。母

亲为乙肝感染者，幼时自己及兄妹均发现乙肝感染，从未定

期检查。5年前其母因肝癌去世。4天前患者感上腹部疼痛不

适，到当地医院就诊，症状有所减轻，但次日症状加重。来

我院当晚又出现上腹部剧痛，CT增强提示：原发性肝癌（弥

漫型）伴门静脉癌栓，肝硬化，脾大，微量腹水。

　　诊断出来了，感觉意外吗？肝癌是否离我们很遥远？答

案是否定的。小伙啊小伙，在这30多年中，身体其实应该曾

经发出过强烈警告，而你熟视无睹。今天，残酷现实终究还

是降临了。 

　　在此我有三问：当你知道自己有乙肝感染，为何早期不

到医院咨询？为何不定期检查？当母亲已经因肝癌去世，为

何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危险？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约有700万肝硬化患者，其肝癌的

发生率为1-8%，我国乙肝感染者发生肝癌的风险比没有乙肝

感染者的风险高15-20倍。我国肝硬化和肝癌患者中由乙肝

病毒所致的分别为77%和86%，任何原因导致的肝硬化都有

发生肝癌的风险（如酒精性肝硬化，乙肝/丙肝病毒，原发

性胆汁性肝硬化等）。另外还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代谢

综合征（如糖尿病）及肥胖等疾病也在通向肝癌的路上给予

助力。

　　肝癌的危险人群分为三类，分别是：

　　1．低危人群：年龄小于30岁，各种原因所致的肝病早

期及稳定期，无明显肝脏炎症和纤维化。

　　2．中危人群：＞30岁的CHB患者（无肝癌家族史，无

长期酗酒、吸烟、明确接触致癌毒物史、无合并糖尿病或肥

胖者）、CHC、ALD、NASH、自身免疫性肝病或Wilson病等

慢性肝病活动期的患者。

　　3．高危人群：具有下列任何1项：≥30岁的CHB患者，

有肝癌家族史，长期酗酒、吸烟、有明确接触致癌毒物史、

合并糖尿病或肥胖、各种原因所致的肝硬化。

　　4．极高危人群：高危人群伴有下列1项或多项：超声等

影像学检查发现肝内疑似癌前病变或非典型占位性病变，血

清AFP≥20 ng/ml，伴有或不伴有DCP≥40 mAU/ml及/或AFP - 

L3≥15%，影像学或肝组织病理学证实的肝脏异型增生结节。

　　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定期检查非常重要，腹部超声联合

AFP为慢性肝病患者的常规筛查方法，多模式肝脏MRI和/或

CT为加强筛查方法。具体检查方法需听取专家指导。

　　希望各位病友在抗击肝病的路上相信科学，及时到专业

医院取得专家的帮助，助您早发现早治疗，为您的健康保驾

护航！

（肝三科　陈川英）

　　从医时间久了，自然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医患关系

中，绝大多数是患者对医生的精心治疗和良好的疗效而心生感

激。但其实，也不乏一些病例，让医生感动并铭记。

　　春节长假，品茗看书，电话响起，热情洋溢的拜年话语传

来，原来是患者肖君。瞬间勾起了与之交往的点点滴滴。

　　初遇肖君，那是2006年。他因慢性乙肝住进我科，自述黄疸

数年不退，求医多处，一直没能解决。作为他的经管医生，我给

他做了一个详尽的中西医治疗方案。在不长的住院时间里，肝功

能恢复正常了。出院这天，木讷的他，反复说着同样的一句话，

“真心感谢！真没想到，我这黄疸还能降到正常。”临别时，他

与同来的妻子再次向我鞠躬致谢。

　　对很多同行来说，这只是一例非常普通的接诊。而我当时专

注于中医药解决一些肝病的难题，能成功挑战稍有难度的病例，

从诊疗中形成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也就

对这个患者留下了印象。

　　再遇肖君，已是2020年。他一进诊室就说，“我来了两次，

前几天特意来问到您的出诊时间，今天又专门来了。”他还是记

忆中的那个样子，憨厚朴实。这次就诊的问题是长年抗病毒药物

治疗，先后服用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出现了肌酐升高，存在

较长时间的肾损害，同时还有肝弹性指标高。被建议换成丙酚替

诺福韦，但肌酐无改善。看能否用中医药解决这两个问题。

　　对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肝病诊疗的医生来说，中医药抗肝纤

维化，降低肝弹性值，相对容易获得疗效，但中医药治疗肾病的

体会不多。既然患者抱着希望来，我一定要帮他试试。经过三个

月的中医药治疗，患者肝弹性值降到正常值以内，但肌酐仍然不

正常。我推荐他到某医院中医肾病专科看看。他去了，四个月后

回来，带了厚厚的化验单和门诊记录，肾功能指标几乎没有变

化。“我还是想跟着您治疗”，木讷的肖君话虽少却很坚决。

　　中医药治疗肾病，这不是我熟悉的领域。我能解决他的问题

吗？我没这个自信。但肖君又说了一句：“我愿意跟着您尝试，我

对您有信心！”一个萍水相逢的患者，愿意拿自己的健康跟着你做

尝试，这对医生是多大的信任呐。我沉默着，内心却感动了。

　　学习使人进步。工作之余，阅读肾病名家经验，医理上得到

启发，用药上得到拓展。几个月治疗下来，肖君的肌酐逐渐恢复

正常了。巩固大半年，对体质进行调理，指标未见反复。他曾几

次指着病历记录向我提醒，哪一次的处方效果不好，哪一次的处

方效果特别好，两次处方，有几味药是不同的……坐在我对面的

肖君，不仅仅是一个病人，还是一个良师益友了。

　　每一位医护人员在其职业生涯里都可能会遇到像肖君这样的

患者。这些患者带着朴实、宽容、信任而来，仿佛是你人生中的

贵人，帮助你不断升华。良好的医患关系，不正是建立在这种无

私和信任之上的吗？！

　　感恩有你。

（中西医结合肝病科　宗亚力）

放射科：当好医疗战线的前哨兵

普外科：开拓进取　精诚为民

宣传科：紧跟时代潮流　助力打造医院良好形象

肝癌离我们远吗?

一位医者对患者的感恩

　　不能，HPV 疫苗的作用是预防，不具有治疗作用，而且HPV的清除，基本上是靠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也没

有什么“特效药物”来专门用来治疗 HPV 病毒。

                              （妇产科　唐习文）

预防子宫颈癌　HPV疫苗答疑

　　HPV 疫苗，又称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俗称宫颈癌疫苗，现将大家对此疫苗的相关疑惑介绍如下：

一、目前市场上有几种宫颈癌疫苗？不同「价」可预防情况如何？

二、怎么选 HPV 疫苗

三、 已经有了性生活/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女性，接种 HPV 疫苗还有用吗？

四、 感染过 HPV，可以接种 HPV 疫苗吗？

五、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可以接种 HPV 疫苗吗？

六、在 HPV 阳性的时候去打疫苗，可以治疗 HPV 吗？

　　按照预防 HPV 型别来区分，目前有 2 价、4 价和 9 价三种宫颈癌疫苗获得批准上市。不同「价」可预防情

况如下：

　　2 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 型、18 型；

　　4 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6 型、11 型、16 型、18 型；

　　9 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6 型、11 型、16 型、18 型、31 型、33 型、45 型、52 型、58 型。

　　三种 HPV 疫苗在我国内地的适种人群要求各不相同，请注意：

　　2 价　HPV　疫苗：9～45 周岁女性。即满 9 周岁可以开始接种第一剂；满 46 周岁后不再接种。

　　4 价　HPV　疫苗：9～45 周岁女性。即满 9 周岁可以开始接种第一剂；满 46 周岁后不再接种。

　　9 价　HPV　疫苗：16～26 周岁女性。即满 16 周岁可以开始接种第一剂；满 27 周岁后不能再接种。

　　有用，有性生活不代表就有 HPV 病毒的感染，没有感染和没性生活的接种效果是一样的。

　　可以，一个人不太可能刚好感染疫苗里包括的所有 HPV 型别。接种 HPV 疫苗可以预防未感染的 HPV 型

别，也可以预防同种 HPV 型别的再次感染。

　　月经期：可正常接种任何一种 HPV 疫苗。

　　妊娠期：避免接种。虽然目前未观察到 HPV 疫苗接种对母亲和子代有不良反应，但数据有限，建议妊娠期

间应避免 HPV 疫苗接种。如果在接种疫苗后发现怀孕，不用终止妊娠，只需中断接种，后续剂次推迟至产后即

可。

　　哺乳期：目前也没有发现疫苗诱导的抗体会经母乳分泌的情况，也未发现哺乳期接种后对婴幼儿的不良影

响，因此，哺乳期可以接种 HPV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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