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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周刊

扫一扫健康资讯早知道

九江市中医医院

市一医院消化内二科

“火眼金睛”识别罕见病
好像是黄疸症状，又好像是消化问
题，又有皮肤过敏现象……近日，26 岁
的詹先生因全身皮肤巩膜黄染来到市
一医院消化内二科治疗。
入院后，医生反复检查并不断询问
患者病史后，认为患者不仅仅是单纯的
黄疸疾病。经过主任医师孙辉、副主任
医师李江涛、经管医生余莲英多次认真
讨论病情后，决定行肝穿刺活检，诊断
考虑可能是朴啉病。同时建议患者行
基因检测，并证实了患者携带 FECH 基

因三个杂合变异，正是由于这个 FECH
变异引起红细胞生成性原朴啉症，并以
常染色体隐形遗传。
詹先生 10 年来一直因黄疸辗转于
全国多家医院就诊，但均未找到病因，
难以对症下药，黄疸反复发作，已困扰
生活多年。这次来到市一医院消化内
二科就诊，在科室团队团结协作，以及
医生们丰富的经验下，成功诊断患者詹
某的病因。目前患者情况稳定，定期来
市一医院进行治疗。

据悉，朴啉病是一种很罕见的疾
病，发病率极低，并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
收入在全世界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比较响亮且诡异
的名字“吸血鬼病”，主要症状包括光过
敏性皮肤损害，接受光照后有皮肤刺
痛 、烧 灼 、疼 痛 、瘙 痒 等 表 现 。 大 约
20%-30%的患者会有肝功能异常的表
现，约 5%的患者可能有更严重的肝功
能损害并伴有运动神经病变。
（曹牡华 胡之军）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开展第四批“三派三服务”工作督察暨健康义诊活动
4 月 9 日，由九江学院附属医院党委
书记张南华、副院长贾宗林带队，
“三派三
服务”医疗专家与人事科、医务科、外联办
工作人员一行，先后到都昌县蔡岭镇、三
汊港镇、汪墩乡、土塘镇、徐埠镇、南峰乡
等六处中心卫生院，开展第四批“三派三
服务”工作督察，并在蔡岭镇中心卫生院
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该院督察组每到一处，都受到了基层
医院的欢迎和热情接待。陪同督察和介
绍工作时，各基层医院领导都向张书记一

行称赞该院“三派三服务”的派驻医生，认
为他们认真负责、技术精湛，为当地卫生
院的学科建设和技术发展起到了良好促
进作用，给当地医疗卫生工作带来了实质
性的帮助。
张书记和贾副院长在看望该院驻点
医师时指出，要珍惜帮扶机会、积极融入、
主动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专长优势，支持
乡镇卫生院建设，宣传好、落实好党和政
府医疗惠民政策，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的难题，为提升基层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

作出应有贡献。
该院医务人员针对蔡岭镇中心卫生
院需求，开展了“三派三服务”健康义诊活
动。专家们认真聆听闻讯前去的周边居
民们陈述病情，为他们提供治疗建议和健
康指导。该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余华等
还应邀为该院的老年冠心病患者进行了
现场查房，对患者的病情、诊断、治疗进行
了系统的巡诊，提出治疗意见。该院专家
上门送医疗送健康，得到了镇中心卫生院
和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杨世伟）

方寸之间显功力 细微之处见真章

市妇幼保健院成功救治一例瘢痕妊娠葡萄胎患者
近日，九江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病房里
出现了温馨而感人的一幕，患者王女士紧
紧握住邹纯静副主任医师的手，满怀感激
地说：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如果不是你们
及 时 有 效 的 抢 救 ，后 果 真 的 不 堪 设 想
……”原来，王女士所患的是子宫瘢痕处
妊娠且为葡萄胎，是一种罕见却异常凶险
的妇产科急症，导致子宫破裂、大出血的
风险极大，这也是市妇幼保健院首次发现
的葡萄胎子宫疤痕妊娠。
今年 2 月，王女士初感恶心、食欲
差，自测尿为阳性，因夫妻俩已有两个孩
子，便在我市某医院忍痛接受了流产手
术。术后，病理提示葡萄胎改变，在两次
清宫术后，宫内仍有混合性回声团块，医
生便建议王女士至上级医院诊治，于是夫
妻俩先后辗转于广东中山及我市多个大

型医院，却一直未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
眼见不规则阴道流血已持续 2 个月，
身心俱疲的王女士在朋友介绍下来到了
市妇幼保健院，确诊为葡萄胎子宫瘢痕处
妊娠。子宫瘢痕妊娠，是子宫因剖宫产或
子宫肌瘤剔除术后留下的一个疤痕，再次
怀孕后孕囊正好着床在子宫原疤痕处，妊
娠组织向瘢痕处侵犯，简单的说就是胎儿
长到了不该长的地方，是一种罕见却异常
凶险的妇产科急症，导致子宫破裂、大出
血的风险极大，一旦遇到大出血往往需要
子宫切除才能保住性命。
更可怕的是，王女士子宫疤痕处肌壁
菲薄仅有 1mm，再次清宫子宫穿孔、大出
血风险极大，采取介入治疗后再切除疤痕
病灶虽会大幅降低出血风险，但介入治疗
费用较高。为了给患者提供安全有效、费

用低、损伤小并且能保全患者的子宫方
案，专家团队决定行经阴道子宫瘢痕处妊
娠病灶清除术+子宫瘢痕修补术，它的优
点在于利用天然的腔道实施手术，术后体
表无任何疤痕、手术时间短、创伤小、并发
症少、费用低，但经阴道方寸之间的狭小
空间完成该手术，需要娴熟的阴式手术经
验及极强的应变能力。
经与王女士充分沟通病情及治疗方案
后，4 月 3 日，由邹纯静副主任医师主刀实
施手术。术中，
患者阴道操作空间狭小，
疤
痕位置高，病灶大，手术难度相当大，但邹
纯静凭借精湛纯熟的手术技巧，顺利完成
手术，
术中仅有少量出血，
术后第一天患者
即可以下床活动、进食，且没有任何不适。
至此，困扰王女士一家 2 个月的“人流术”
终于圆满解决了。
（刘静 李珊）

市六医院

开展全市全科医师转岗培训社区实习工作
按照上级关于基层医疗机构对全科
医师转岗培训的计划要求，九江市第六人
民医院（十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
32 名来自九江市各县、区、乡镇卫生院及
服务站的医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社区基
地培训，4 月 12 日上午，在医院多功能会
议室举办九江市全科医师转岗培训社区
实习开班仪式，医院党总支书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任梅翠霞致辞并授课。在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市六医院将严格按照
教学计划对学员们进行科学培训。
作为全市唯一全科医师转岗培训社
区实习基地，九江市第六人民医院（十里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直以来高度重
视此项工作，按教学大纲要求科学合理安
排培训课程和轮科计划，选派组织教学意

识强、专业水平高的师资队伍保证教学质
量，扎实完成培训任务，严格考核学员技
能，为学员们创造了良好的培训环境，为
全面提升学员的全科医疗服务、预防保健
与公共卫生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管理等能
力，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健康而竭心尽
力。
（李芷欣）

召开 2019 年度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
4 月 11 日，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中纪委十九届三次会议、省纪委十四届
四次全会、市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及全市卫生
健康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要求，九江市
中医医院在南院 1 号会议室组织召开 2019 年度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党委副书记、院长徐江
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党委委员、副院长严
东标主持。
会上，党委委员、副院长陈帮明传达了 2019
年度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精
神。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徐锋宣读了《九江市中
医医院廉政风险防控问责实施办法（试行）》文
件 ，总 结 了 2018 年 纪 检 监 察 工 作 ，并 对 做 好
2019 年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要求。
会上签订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书》。
会议要求医院各部门、科室要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学习教育，推进作风建设，严守党纪国法，完
善防控机制，坚持抓早抓小，切实将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落到实处，为医院又好又快发展提
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徐江祥对 2018 年医院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进行了总结，对 2019 年医院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进行了部署，并提出五点要求：一要强化政治意
识，坚定医院正确发展方向；二要强化党建引
领，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三要强化责任落
实，确保压力传导层层到位；四要强化执纪问
责，构建风清气正生态环境；五要强化持续改
进，改进作风提升服务效能。
严东标就如何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提出
了三点要求：一是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任务新要求，切实增强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二是认真传达贯
彻，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努力营造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三是抓好工作落
实。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要求，细化
工作措施，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抓实抓细。
医院党政班子成员、各支部书记、支委和全
体中层干部共计 1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胡敏）

飞絮过敏要注意
大风起兮尘飞扬，飘絮漫天惹病来。这些
天九江的天气变幻莫测，起风的天气里，到处飘
散的飞絮犹如沙尘般在空气中肆无忌惮的飞
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特别是一
些过敏的人群，在这个时候都叫苦不迭。
九江方大石化医院最近有一些咳嗽、打喷
嚏、流鼻涕的患者来院就医，最初以为是天气突
变受凉引发的感冒，经接诊医生仔细询问病史
后发现，这些人群有过敏史，在春天梧桐和柳树
飞絮飘扬的时节，很容易出现症状。
飞絮过敏主要发生在上呼吸道，飘扬的飞
絮通过呼吸进入呼吸道，给呼吸道带来许多不
适。轻者表现为咳嗽、流涕、咳嗽或者哮喘等的
反应，严重者甚至会出现窒息、昏迷等表现。因
此不能轻视这小小的飞絮，它含有大量的糖质
和油脂，进入鼻腔或者呼吸道后，会分泌出很多
种抗体，通过抗体的积蓄会与身体产生反应，过
敏体质和慢性呼吸道疾病人群就会出现过敏症
状。
在春季容易飘絮的季节，易感人群要积极
采取预防措施，尽量避免去梧桐和柳树茂盛的
地方，外出最好戴上帽子、口罩以及穿长袖的衣
服，减少与飞絮的接触。在外出之后，及时更换
衣物，防止衣物上的飞絮与身体二次接触再引
发过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如果出现过敏症
状应及时就医。
（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