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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微信、支付宝、自助机挂号
缴费之后，区人民医院智慧医疗
再推新“招式”，通过南通医保移
动（支付）平台（南通医保APP），
市民无须携带医保卡，即可轻松
实现预约挂号、当日挂号、缴费、
报告查询等，支付更迅速，就医更
方便，大大减少了排队烦恼和等
候时间。

5月 22日上午，区人民医院
门诊大厅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正
忙着排队挂号、缴费，一站式服务
中心的4台自助机前也围了不少
人。市民张先生没有在任何窗口
和自助机前逗留，径直来到内科
门诊护士站，给导诊护士查看了
他的手机信息，护士随即把他带
到了心内科诊室。一旁候诊的市
民怀疑护士徇私，护士耐心进行
了解释。原来，张先生提前下载
了“南通医保”APP，绑定了自己
的社保卡，在来医院的途中就在
手机上完成了挂号。大约七八分
钟后，医生开完医嘱，张先生在手
机上完成支付，直接到门诊药房
取了药品。整个就医过程不超过
15分钟。

随着服务质量的改善、综合
实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市民选
择区人民医院就诊。虽然医院在
每个楼层均开设了挂号收费窗
口，各候诊区设置了挂号缴费自
助机，同时开通了微信、支付宝缴
费等信息化平台，但就诊高峰时
段挂号、收费仍然需要等候。为
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就医，区人民

医院积极与人社部门配合，第一
时间做好技术培训、细化医生排
班等相关工作，率先完成与南通
医保APP的信息对接，成为首批
3家试点医院中唯一的县（区）级
医疗单位。

南通医保 APP主要面向职
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对象，几乎实
现了就诊患者全覆盖，为苏中苏
北首家，在专业性、覆盖面和支付
渠道、申办内容、缴费方式等主要
功能方面处于省内领先位置。手
机下载南通医保APP后，只要完
成注册，就可自动生成电子社保
卡，真正实现脱卡支付。一旦遭
遇突发情况，需要临时看病，可在
手机上完成挂号与支付。APP还
可以查询专家、预约挂号，只要在
预约时段前 15分钟完成线上支
付，就可按预约时段直接到诊室
就诊；如果已预约挂号但未及时
完成支付，系统将自动将预约的
号释放到医院的号池中，避免医
疗资源浪费。

南通医保 APP设有就医购
药服务、公共信息查询、个人信息
查询及医保经办服务四大板块。
就医购药服务中，市民无须携带
医保卡，就可轻松享受预约挂号、
当日挂号、门诊缴费、报告查询、
住院预缴金缴纳、检查检验报告
查询等多项服务。如遇不会操作
使用APP的老人独自就医,子女
们也可以“遥控”，在自己手机上
为老人完成挂号、缴费等操作。

（陆 录）

日前，中国医促会神经损伤学
分会第三届年会暨第三届华夏神经
损伤论坛在北京举行。通州区人民
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宋张平应邀
出席大会，与国内顶级的神经外科
专家同台，向与会的近千名同行介
绍了自己所在团队的创新技术，并
由两个专业公众号“神经时讯”及

“围术期医学论坛”直播。
中国医促会是国家一级学会，

是国家科技部批准的“华夏医学科
技奖”主办单位，神经损伤学分会是
其二级学会，人才荟萃，汇聚了从事
神经损伤领域临床与基础研究的众
多学者和专家，致力于推进神经损
伤与修复的深入研究。

数十年来，神经外科开颅手术
中都采用牵引器或脑压板进行脑组
织牵引以清楚暴露手术视野，虽然
便于操作，但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就
是带来不同程度的脑出血、水肿、梗
死等脑组织损伤。这种因为手术对
脑组织的牵拉而造成的脑损害称为
脑牵拉伤，属于医源性或二次损伤，
一直以来都认为是无法避免的，即

所谓的“允许性脑损伤”。虽然神经
外科医师们一直在寻找克服这种缺
陷的办法，但至今并没有理想的措
施。

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宋张平及其同事也是这支努力探索
队伍中的成员。通过不断摸索和实
践，宋张平发现采用双极电凝器械
对术中脑组织边止血边动态微牵
拉，能达到同样的手术效果，但对脑
组织的医源性损伤明显减少，术后
恢复明显加快。简单地说，这种方
法就是用更小的创伤获得更好的愈
合，是真正的“微创手术”。在江苏
省第二十二次神经外科学术会议
上，宋张平作为县（区）级医院代表
应邀作经验介绍和手术视频展示，
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和一致好
评，并获优秀论文奖。这次他受邀
在学术活动上登台演讲，详细介绍
了这种微创手术的原理、方法、应用
和疗效。本次学术活动大咖云集，
演讲者都是国内顶级专家，包括中
国工程院 2019年三位院士增选候
选人毛颖、江涛、刘良明，以及中华

神经外科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周定
标教授等。一个县（区）级人民医院
的医生能被安排作专题报告，实属
不易。

目前，中枢神经损伤，如脑出
血、脑外伤发病率居高不下。这些
病病变凶险、发展快，致残、致死率

高，需要就地迅速抢救。区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虽然起步较晚，但在主
任陈建均的带领下，十余年来飞速
发展，目前每年仅重症脑外伤救治
达千人，成功率 90%以上，致残、致
死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造福一方
百姓。 （季 勇）

5月 6日下午，区人民医院举办以“青春心
向党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青年医务代表座谈会，院党委副书记施
庆、院团干部及来自临床、医技、护理一线的青
年医务代表参加了座谈。

会上，院团委书记殷赵华首先传达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畅谈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他说，
要以实际行动弘扬百年五四精神，把总书记的
殷切希望转化为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的强大动
力，立足本职，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创出佳绩，
让青春年华在医院的发展建设中绽放出最美
的光彩。

随后青年代表纷纷发言。区“十佳青年”、
妇产科行政主任李晓浩说：“青年医生成长进
步的内生动力就是‘医学梦’。我们都是因为
热爱医学，怀着满腔热血踏入医学院校的大

门，在经历了层层筛选后，最终成为一名医
者。因此，我们要以服务病患为己任，不断精
进医术，以努力实现自己医学梦的实际行动，
实践伟大的中国梦，不辱使命、不负时代。”

最后，施庆代表院党委讲话，他指出，青年
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医学是一门实
践科学，需要每名医者树立终生学习、终生实
践、终生积累的理念，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习总
书记要求的“六要”，即要树立远大理想，要热
爱伟大祖国，要担当时代责任，要勇于砥砺奋
斗，要练就过硬本领，要锤炼品德修为。希望
全院青年以此次座谈为契机，沐浴新时代春
风，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以朝气蓬勃的创新
活力，英勇无畏的责任担当，积极热血的青春
风采，为医院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贡献，为实
现建设一所深受百姓信赖的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而努力奋斗。 （殷 殷）

近日，区人民医院全体党员、中层以上干
部及重点岗位人员200余人聆听了一堂生动的
廉政主题教育党课。

本次党课共两部分。参学人员首先观看
了两部廉政教育微电影。其中，《坚守》讲述了
一名税务干部为孩子购买学区房时遇到资金
缺口，长期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岳父毅然
卖掉自己的住房凑足房款，使多年对老人怀有
深切误解的女儿顿悟到，貌似无情的父亲实则
心怀大爱，坚守原则，追求高尚。《方向》则讲述
了一名纪检干部面对前来求情的以权谋私的
发小时坚定的态度和正确的选择。两部微电
影通过两个正面人物形象，使参学人员受到强
烈的心灵震撼，教育他们时刻慎思、慎微、慎
权、慎欲、慎独，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才能
维护家庭完整，拥有幸福生活。

随后，院党委副书记施庆为大家上了《以
案说纪+》专题党课，带领参学人员重温了《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既有深入浅出的理
论讲解，又有典型案例剖析。施庆指出，党纪
处分条例是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的基础性
法规，进一步释放了党中央用铁的纪律管党治
党的强烈信号，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的坚强纪律保证。

党课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的“六项纪律”，要求全院党员干部认真学
习和贯彻执行《条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
要求，将廉洁自律的规范和党纪要求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
的重要位置，增强党员意识和规矩意识，自觉
规范医疗行为，严守党纪底线，以案为鉴，时刻
警醒，坚决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在工作和
生活中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表
率作用，在三级医院评审和医院事业发展中积
极建功立业。

（党 办）

区第三十一届科普宣传周活动
中，区人民医院护理部充分发挥专
科护理的优势，积极开展护理科普
宣教，帮助大众树立健康的生活方
式，促进全民健康素质提升。

5月 15日上午，区人民医院护
理部联合健康管理部来到通州区公
安局开展科普活动。这次活动分为
科普知识讲座、健康义诊、急救技能
培训三部分。护理人员逐一为老同
志测量血压、监测血糖，针对老同志
的身体状况、日常饮食以及用药等
情况给予针对性指导，讲解慢性病
预防及保健知识，发放健康宣传资
料。针对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的危险因素，护理人员特地带上模
拟人，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操作，边示
范、边讲解操作要领，然后手把手指
导，让老同志们基本掌握了心肺复
苏的操作方法。

本次活动，除健康教育主题讲
座外，还展出海报 4个，发放科普宣
传资料 200余份，健康答询 200人
次，免费量血压、测血糖约150人次，
发放糖尿病、痛风、高血压等健康处
方 200 余份，免费赠送常用药品
2000余元。

除院外的科普宣教，区人民医
院护理部更加注重日常护理中的健
康宣教，各科室均针对本科室病人
特点，制订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宣教大纲，印制了健康教育处方，将
护理科普融入日常工作，体现了护
士们心系群众、尊重生命、勇于奉献
的职业精神。

区人民医院全体护理人将秉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
续定期开展科普、宣教、义诊活动，
以实际行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更
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赵春燕）

时间：2019年6月1日8：00-11：00
地点：通州区人民医院儿科门诊

“六一”国际儿童节快到了，智慧的家长在给
小宝贝送上节日快乐的同时，不忘关注孩子的生
长发育情况。

儿童发育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胎儿到 2
岁的生长快速期，通常出生后第一年长25厘米左
右，第二年长 10厘米左右；第二阶段为 3岁到青
春期前的生长速度减缓期，每年长 5～7厘米；第
三阶段为青春期生长加速期，男孩增长25～28厘
米，女孩增长23～25厘米。

针对身高的判断临床统计有一个身高标准
表。凡婴幼儿期（3岁以下）的生长速度低于 7厘
米/年，儿童期（3岁至青春期）生长速度低于 5厘
米/年，青春期低于6厘米/年的，都有可能属于身
材矮小。

孩子身高不理想可以通过及时干预得到改
善。孩子年龄越小，干骺端增生及分化越活跃，孩
子生长的潜力及空间越大，治疗的效果越好。并
且尽早干预，由于孩子年龄小，体重轻，用药剂量
小，所花费用就越少。如果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
佳时期，或者骨骺完全愈合，就没有治疗的机会
了。所以，当发现孩子生长落后时，既不能等待，
也不能盲目就医，一定要到专业医院找专科医生
就诊，寻找孩子生长缓慢的原因，科学治疗。

6月 1日，区人民医院联合南通大学附属医
院共同开展儿童生长发育筛查专家义诊，助力孩
子健康成长。

专家介绍

张向东，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
师，南通市儿童内分泌学组委员。从事临床工作
20多年，熟练掌握儿科各种常见病及疑难病诊
治，擅长儿童内分泌疾病，特别是儿童生长发育、
性早熟、矮小症、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的诊治。

王雪美，通州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从
事儿科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儿科呼吸系统、消
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疾病的诊治及儿科危重症患
者的救治。曾赴上海瑞金医院儿内分泌科专项进
修儿童肥胖、性早熟、矮小症、甲状腺疾病的治
疗。

打开中国老百姓家庭里的小
药箱，几乎每家都有几盒“阿莫西
林”备用。感冒发烧更是习惯性
用点“消炎药”，阿莫西林就吃上
了。说起滥用抗生素的危害很多
人都知道，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
阿莫西林就是抗生素，也很少有
人知道这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是
严格按照医生处方的用法用量计
算出片数后，按片卖给患者的，哪
里允许老百姓整盒整盒备在家里
啊！

中国老百姓把阿莫西林、头
孢、阿奇霉素等抗生素当成包治
百病的消炎药，因此滥用了抗生
素也不知情，而这其中的祸根，正
是全民把抗生素误称消炎药。

我读过的所有专业类医药书
里，没有任何一本书把抗生素叫
作消炎药，正确的叫法都是抗菌
药物，起的作用是对抗感染，而且
是对抗由于细菌或者支原体等抗
生素敏感微生物引起的特定感
染。

使用抗生素把敏感菌造成的
感染控制住后，由这些敏感菌感
染引发的炎症自然也就消除了。
消炎的结果是伴随着抗生素与敏
感菌做斗争并且取得胜利而来
的。换句话说，如果身体的炎症
不是敏感菌引发的，用了抗生素
也起不到消炎的作用。

炎症不是特定的某种疾病名
称，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来
的一种症状。细菌感染、病毒感
染、真菌感染、过敏、跌打损伤等
都可能引发人体表现出红、肿、
热、痛等炎症。而抗生素只针对
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对病毒、真
菌、过敏、跌打损伤等引发的炎症
没有消炎作用。

你一定会问：“那消炎药都有
哪些？”临床上通常把下面的两类
药叫作消炎药，一类就是我们常
说的激素，如可的松、氢化可的
松、地塞米松等；另一类是消炎止
痛药，如布洛芬、阿司匹林等。

但请注意，对具有正常免疫
功能的人而言，可的松类激素是

人体可以自己分泌的，感冒等引
起的嗓子发炎是不需要额外使用
消炎药来消炎，好好休息，提高免
疫力可以自愈，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吃药一周好，不吃药七天好”，
吃不吃药都是一样的病程。

对于免疫系统异常的人而
言，为了控制炎症症状，有时会选
用消炎药，但也会区分不同的炎
症部位来选用不同的消炎药，比
如过敏性鼻炎，常常选用激素类
的鼻喷雾剂，而关节炎，则会选择
消炎止痛类的布洛芬类药。

医生的一句“有炎症”不是对
疾病给出的诊断，只是描述一个
症状。指出具体病因以及受损部
位的陈述才是明确的诊断，比如

“细菌性肺炎”这样的陈述，明确
了病因是“细菌性的”，给出了受
损害部位是在“肺部”，而不是其
他部位。

甚至更细一点，临床还能检
测出是哪种菌感染，不同的感染
菌对应不同的抗生素，比如链球
菌感染对应的选择可能是青霉素
类的抗生素，而支原体感染对应
的选择可能是红霉素类的抗生
素；另外，不同的感染部位也对应
着不同的抗生素选择，感染发生
在肺部或者脑内，抗生素对应的
选择也会不同，需要考虑具体抗
生素在不同组织器官中的富集浓
度，比如有的抗生素能穿透血脑
屏障在脑内感染部位富集，而有
的抗生素则完全被血脑屏障阻挡
在外，对脑内感染无能为力。

总而言之，抗生素是治疗敏
感菌感染的，不同的抗生素治疗
不同的敏感菌感染，不同的感染
部位需要选用不同的抗生素，而
且还要针对病人的身体状况作相
应调整。
（区人民医院临床药师 钱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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