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密1

孤独症患儿关注
健 康 好 帮 手 就 医 全 指 南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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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医疗团队
永远是患者追随的第一要素

“医院全面落实党委领
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一院
两区一分部’架构里，实行扁
平化、同质化管理，既体现了
管理的连续性，又有统一
性。以管理、发展、观念、团
队精神、教学等12个融合发
展为抓手，建设‘学习型、科
研型、创新型’医院，切实提
高医疗技术水平，满足老百
姓就医需求。”该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周谦告诉记者，医院
所有科室副主任医师以上专
家都在龙潭院区提供门诊服
务，在统一的专家资源调配
下，门诊和住院患者都能享受
到最优质的专家资源库，“科
室多病区情况则由科室主任
统筹管理，确保了医疗质量和
安全。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
会选择龙潭院区的原因。”

家在龙潭立交附近的邓
女士是尿毒症患者，之前一直
在市二医院庆云院区透析，一
周要来回跑3次，每次光路上
就要2小时。现在好了，家门
口有医院了，肾病内科的王丰
平主任、张程珑副主任、张健
医生都在，之前透析的护理团
队也在，她就放心了。

急诊科主任唐勇管理两
个院区的急诊科，每周他有
一半的时间在龙潭，一半时
间在庆云，为的就是保证两个
院区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水

平是一把尺子。不论在哪个院
区，唐勇每天必做的事，包括对
急诊制度、流程的梳理督导，对
医疗质量安全的严格把关，对
低年资医生“三基三严”的培训
考核，对危重病人诊治方案的
讨论。他说：“急诊医生就是与
时间赛跑的人，只有严培训、严
考核、严把关，才能不负患者生
命之托。”

高端医疗设备
为临床提供精确的诊断信息

龙潭院区的起步便是让
人羡慕的“高端”。在该院投
入使用时，就配备了先进的
检查设备，这些设备包括多
排螺旋 CT、回旋加速器、
PET-CT、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X光机(DSA)、数字化X光
机、高档双定位体外碎石机、
射频肿瘤热疗机等大型设备
等，其中PET-CT等多项设
备在市级医院尚属首台。

PET-CT是一种将PET
和CT两项先进的影像技术完
美结合的核医学分子影像设
备，有了它，只需一次检查就
可精确识别肿瘤，并区分良恶
性，可显示肿瘤位置、侵犯范
围、转移情况，从而精准分级，
确定肿瘤的最佳治疗方案，让
早期肿瘤无路可逃，帮助患者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如今心血管疾病高发，有
大量患者需要得到及时、准确
的治疗，市二医院龙潭院区专
门为心内科引进的三维电生

理导航系统，为需要做射频消
融的患者提供了精准帮助，在
消除他们房颤的同时，也解除
了他们罹患脑卒中的风险。

需要重点强调的设备，
是龙潭院区刚投入使用的
3.0T磁共振，它是全球最顶
尖的临床应用型磁共振设备
之一。这台磁共振孔径达到
70厘米，患者躺进去后不再
有过去的压迫感，有幽闭恐
惧症的患者也可用它进行检
查。它有更为敏感的生命感
知系统，可以准确监测呼吸、
心跳等生命体征，根据生命
体征的状态调整成像时机，
以获得高质量的图像。它还
有许多新的磁共振成像技
术，如：心脏磁共振成像、不
打药冠脉及体部血管成像、
颅脑血管壁成像等，这些新
技术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带
来福音。更为关键的是，它
的检查速度和成功率大大提
升，比传统的核磁设备减少
1/3—1/2的时间，由此减少
患者的等待时间。

先进的信息化技术
为患者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龙潭院区试运行的这一
年，“智慧化”是高频词语，打
造“智慧医院”是龙潭院区的
目标之一。

对患者而言，有看不见
的智慧化和肉眼可见的智慧
化。患者看不见的“智慧
化”，有医院信息系统、实验

室信息系统等等，它们帮助
医生更快速、高效、精准地处
理医疗事务，在提高工作效
率的同时，为患者提供了更
安全的医疗服务。

而让患者能够切身感受
到的，是肉眼可见的智慧
化。该院信息科长李颖说，
患者进入门诊大厅就可以得
到机器人导医的帮助；通过
院内导航方式，患者可方便
地抵达医院任何地方；大厅
里有一站式预约中心，免去
多个检查科室预约排队的烦
琐；看完病拿药时，取药机器
人可快速、准确地将药分发到
患者手上；送药机器人24小时
上岗，不用患者四处奔波⋯⋯

这是在门诊。而在住院
部，龙潭院区的智慧化病房
让病人感受更深：病房的床
垫能够实现对患者生命体征
的监测，即便没有陪护也不
用担心安全；智能输液管理
不再让患者或陪护紧盯输液
瓶，红外线监测可准确计算
出液体滴数、体液瓶的重量，
根据输液速度和液体情况换
算出输液时间，护士会准时
出现在患者面前；护士站有
中央监护系统，患者的信息
会实时显示在电子屏上，安
了心电监护仪等设备的重点
患者会得到重点关注，一旦
出现生命体征异常，监护系
统会及时报警⋯⋯

医院提能升级智慧化系
统，已于2021年7月成功通

过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
通标准化成熟度四级甲等测
评；完成智慧医院运行基础
平台、汇聚交换机、人行道
闸、智慧停车场、移动推车等
基础硬件调试及运行，达到
了智慧医院2星标准。

同时，该院作为成都市
首家上线的互联网医院，35
个科室近500名医生已经为
国内多达28个省、市、自治区
的2.5万患者，提供了足不出
户、药品快递到家的诊疗服
务。此外，还进一步优化了
微信服务号，三个院区自动切
换，只要点击进入服务号，你
需要查询的龙潭院区、庆云院
区、草市分部的科室和专家等
信息，都能按操作提示点击，
完成挂号、缴费、查询等，操作
简单快捷。“我们就是要通过
信息化手段，让群众看病就医
变得简单、便捷，让每个患者
都有良好的就医体验。”该院
信息科长李颖说。

个性化医疗服务
为患者量身打造的就医需求

市二医院龙潭院区在基
础医疗全覆盖的基础上，增
设体检中心、医疗美容科、特
需门诊、国际医疗部等，进一
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医
疗需求。

特需门诊，是专门为有
个性化需求的患者提供的，
包含儿科、消化、内分泌、神
经外科、普外（肝胆胰）一科、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耳鼻
喉头颈外科、眼科、整形外科
等10个科室，医生都是权威
专家，患者可以在独立而舒
适的诊疗区域与专家面对
面，专家将一一解答患者的
困惑，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国际医疗部是集中优
质医疗资源，满足高质量医
疗服务需求的综合性科
室。科室以全科医疗与专
科诊治、健康维护与慢病管
理、医疗技术与高质量服务
相结合的一体化服务体系，
为大众提供特需门诊、住
院、体检、健康促进及慢病

管理等多项综合性医疗与
保健服务。国际医疗部设
置有独立会客厅、5G 远程
会议室、多功能厨房、智慧
化病房等。科室的特需医
疗团队有110名成员，博士
专家占比达到75%，护理团
队的专科护士，硕士占比达
到25%，专家们精湛的医疗
技术和高效便捷的会诊、手
术、转诊通道，更进一步保
障了医疗质量安全和医疗
服务的高效、优质。

仁济走廊投用
健康主题购物更集中

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医院在不断提升医疗质
量、医疗服务的基础上，以换
位思考的方式，打造了仁济
走廊。

据了解，这条仁济走廊
采用仿古装修，一踏足此处
即有一种时光倒流感。在这
条走廊上，有保健品商店，有
24小时营业的超市，还有母
婴用品店、鲜花店、咖啡店、
面包店⋯⋯基本上可以采购
到绝大多数生活用品。产妇
生了孩子需要母婴用品，到
仁济走廊就可买；治疗间隙
或者等待检查，可以到咖啡
店小坐一会儿⋯⋯处处体现
着医院的人文关怀。

无疑，市二医院龙潭院
区让广大市民体会到的是提
档升级后的服务。该院党委
书记徐荣华表示，“办人民满
意的医院是我们一直追求的
目标。我们将以‘卓越十化’
高质量发展提能工程为抓
手，不断加强内涵建设，努力
打造学习型、科研型、创新
型、智慧化医院，持续提升患
者的就医体验，让技术更优、
服务更优，不断满足新时代
患者对健康的新需求，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
市圈’建设和‘健康成都’建
设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以
优异成绩迎接建院130周年
到来。”

张笑菲 尚岚婷
本报记者 余星雨

4月2日是第十五个世界
孤独症日，成都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市一医院）北区儿童康
复中心发起“关爱星儿，守护
星海”特别活动，以“实景教学
和游戏训练”相融合的方式，
为患上孤独症的孩子们挖掘
潜能、培养特长，帮助他们找
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扇窗”。

活动现场举办了一场特
殊的画展，60多幅从孤独症
孩子手中画出的世界，或抽
像、或写意⋯⋯童真与单纯
在画中表露无遗。在现场，
一幅绿色的焰火图案吸引了
大家的注意，画下这幅《焰

火》的作者，是 4岁患儿大
宝。大宝患有“全面发育迟
缓”，他的两个双胞胎妹妹患
有孤独症，兄妹3人都在成都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童康复
中心接受治疗。

大宝的妈妈告诉记者，
两朵绚烂的焰火，代表着大
宝的两个妹妹，表达着他内
心中的小世界。一年前，孩
子们刚到医院治疗时，双胞
胎姐妹完全不与人沟通，大
宝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拿着玩具小汽车在墙壁上滚
来滚去，发出只有他自己才
能理解的尖叫。妈妈说，大

宝很喜欢观察周围的色彩，并
将画面绘制在画布上，这些让

人意想不到的绚丽色彩，背后
藏着大宝的内心世界。经过
一年的治疗，孩子们的情况好
转，大宝能正常说话沟通了，
两个妹妹也和其他小朋友一
起上了正常的幼儿园，兄妹三
人的命运就此得到改变。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市一医院）北区儿童康复中
心负责人孔勉说，办这个画

展的初衷，就是想让大家看
到并了解到孤独症孩子并不

像大家想象中的“与世隔
绝”，他们的世界也非常丰
富，只是不能如常人一样与
外界沟通。从大宝的画中可
以看到，他很关注这个世界，
也渴望得到沟通。

孔勉说，孤独症也称自
闭症，患者又被称为“星星的
孩子”。他们拥有明亮的眼
睛却回避他人的眼神；他们
有灵敏的听力，却无法对他
人的呼唤做出回应，就像天
空的星星在黑暗中独自闪
烁。与影视作品中拥有非凡
记忆力和心算能力的孤独症
患者不同，现实中大部分孤
独症患者并不是天才。据
《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
发展状况报告》调研数据显
示，目前中国孤独症患者已
超过1000万，其中0-14岁
儿童患者超过200万，并以
每年近 20 万的速度增长。
孤独症虽然属于终身慢性疾
病，但来自社会的理解和接
纳可以帮助他们感受世界的
缤纷多彩。早期诊断和早期

干预对于孤独症患者尤为重
要。孤独症症状一般在儿童
1.5到2岁时逐渐显现，家长
容易发现的早期症状是语言
障碍。当普通人遇到孤独症
患者时，用平等、尊重、理解
的心态看待这个群体，就是
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孔勉提醒，孩子在婴幼儿
期如果出现以下现象，要及时
就医：回避目光接触，对他人
的呼唤及逗弄缺少兴趣和反
应；没有期待被抱起的姿势或
抱起时身体僵硬、不愿与人贴
近，缺少社交性微笑，不观察
和模仿他人的简单动作；对主
要抚养者缺乏依恋，对陌生人
缺少应有的恐惧，缺乏与同龄
儿童交往和玩耍的兴趣，交往
方式和技巧也存在问题。如
果家长能尽早发现孩子的不
同之处，就能争取到非常宝贵
的就诊、早期干预的机会，可
明显改善孤独症患儿的未来
生存状态。
曹一莎 本报记者 余星雨
供图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本报讯（曹一莎 记者 余星雨）儿童骨科在骨
科医疗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既有年龄限制，又包罗
万象，涵盖了创伤、畸形、肿瘤、感染、代谢性骨病等各
类骨科疾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记者昨日
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一医院）获悉，为了让儿童骨
科患者更好地实现治疗和康复，该院新设的儿童骨科
门诊已于近期开诊，门诊时间为每周二下午。

据了解，儿童骨科门诊收治的患儿疾病主要包
括：儿童四肢与脊柱创伤救治，包括严重肢体创伤与
多发骨折的综合救治、骨折的保守及微创手术治疗；
儿童肢体与脊柱畸形矫正与重建，比如下肢成角与旋
转畸形（O型腿、X型腿、八字足）的矫形、足部畸形
（平足、马蹄足、高弓足、拇外翻、短趾症）矫形等；先天
性与特发性脊柱侧凸，脊柱后凸，先天性髋关节发育
不良的保守与手术治疗；创伤后遗肢体畸形矫正治
疗；出生缺陷性肢体畸形疾病，包括脑瘫、先天胫骨假
关节（CPT）、先天性肢体节段发育不良、多发骨骺发
育不良、低磷佝偻病、多发性外生软骨瘤（MHE）、四
肢短小畸形等矫形与重建手术治疗等。

本报讯（记者 卢佳丽）为加强癌症防治工作，3
月31日，由锦江区卫健局牵头的“成都市锦江区癌症
防治中心”在盈康一生旗下四川友谊医院正式挂牌成
立。未来，该中心将全面推进锦江区癌症防治工作。

围绕“早筛早诊早治”目标，四川友谊医院院长
刘素刚说，该院将通过创新癌防宣传形式、践行癌筛
模式、夯实癌症诊治实力等，为患者提供防癌健康宣
教、筛查评估、早诊早治、规范诊疗、随访管理的全流
程防治服务。他表示，医院将按照“1+X”模式开展
早癌筛查，即“1个常规体检项目+X类癌种专项检
查”，做到有针对性的早癌筛查体检。同时，通过搭
建肿瘤疑难疾病相关交流沟通平台，在锦江区开展
全区癌症防治专业队伍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切实提
升肿瘤治疗水平。
“锦江区癌症防治中心”成立后，四川友谊医院将

聚集全区优质医疗资源，肩负起辖区内癌症集中筛
查、救治及宣教任务，积极推广癌防适应技术，不断开
展癌防学术交流与合作，努力探索锦江区特色的癌防
服务模式，将锦江区癌症防治水平推上新台阶，把科
研成果提高到新的层次。

锦江癌防中心为什么会落户四川友谊医院？据
了解，四川友谊医院是以肿瘤为特色的大型三甲综合
性医院，其发展定位与癌防中心建设高度契合，医院
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优质的医疗服务，能为患者提
供综合、全面、精准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方案。
2021年，该院为3600余名肿瘤患者提供了医疗和随
访服务。

本报讯（记者 彭毅）3月25日下午，金牛区卫
健局。成都大运会金牛赛区的六支医疗卫生保障服
务队接过旗帜，并进行了集体宣誓。队员们纷纷表
示，将全力以赴做好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为成都大运
会顺利举行保驾护航。

这次誓师大会是金牛区卫健局围绕赛事筹备和
保障期间的疫情防控、卫生应急、医疗保障、病媒防制
等关键任务开展的一次重要会议，成都大学附属医
院、区直属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场馆中心医疗工作组
等参加会议并进行了发言。

据了解，本次赛事筹备和保障期间，金牛区卫健局
将成立综合工作组、疫情防控组、卫生应急组、病媒防
制组、医疗保障组、监督督查组、专家咨询组、财政保障
组8个小组，为赛区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为了确保赛事顺利进行，金牛区成立了成
都大运会金牛赛区凤凰山篮球馆医疗保障服务队、城
北武术馆医疗保障服务队、市乒校训练馆医疗保障服
务队、闭幕式场馆医疗保障服务队、公共卫生应急处
置队、卫生监督保障队六支医疗卫生保障服务队，并
在会上进行了授旗和集体宣誓。

金牛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会议的召
开，标志着金牛赛区医疗卫生保障任务正式启动，“全
体金牛卫健人将坚守岗位、竭心尽力，做好每一项工
作，为这次国际体育盛会交出一份漂亮的健康答卷！”

“锦江区癌症防治中心”挂牌
四川友谊医院探索癌症全流程防治模式

护航大运会
金牛区成立六支医卫保障队

本报讯（记者 卢佳丽）为发挥城市大学附属医
院资源优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深入推进成都大学
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定点帮扶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
援工作，3月24日—27日，成都大学附属医院骨科、眼
科、健康管理中心、中药剂科等10余名医疗专家前往
九寨沟县开展“健康九寨行”系列活动，将“三甲”医院
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了九寨沟县群众家门口。

据该院党委副书记杨滢介绍，本次“健康九寨行”
中，眼科主任成仲夏教授团队免费为当地22位白内
障患者实施了手术。患者中超80岁高龄的有13人，
年龄最大者93岁。开展免费手术的同时，眼科专家
团队还同步开展了医疗查房和手术带教，进行技术帮
扶，力争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真正践行“光明
行动”。

此外，针对九寨沟县高原环境引发的各种普发型
骨病，该院发起了“九寨沟县珍膝爱髋”公益普查行
动，接诊近120人次。据该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兰海
介绍，前来就诊者多为因长期山区劳作引发疾病的患
者，专家们为慕名而来的群众进行了针对性的诊断、
答疑，并开展医学知识科普。

值得一提的是，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成大
附院健康管理中心党支部与九寨沟县拔拉新村党支
部进行了结对共建，该院健康管理中心、神经外科、儿
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等10余位党员医务工作
者组成专家团队，在九寨沟县拔拉新村和朗寨村开展
了健康义诊、巡诊、健康宣教活动，为村民测量血压、
血糖，提供健康咨询，把脉村民生活习惯，针对村民常
见的健康问题耐心指导、释疑，并发放了药品和健康
科普资料，累计问诊近150人次。

着另一个世界
“星孩”们的画中

藏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龙潭院区投用一周年
群众满意藏在细节中间

2021 年3月，《成都日报》以
智慧篇、服务篇、文化篇、学科篇
等内容为题向市民展示了成都
市第二人民医院龙潭院区。作
为成华区首家百年底蕴的三甲
医院试运行，龙潭院区受到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成都市第二人民医
院以党建引领助推医院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2021 年门诊服务
量为310余万人次，较2020年增
加了100万人次，切实满足了老
百姓的就医需求，也获得市委市
政府建设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
程突出贡献奖先进集体奖。医
院“一院两区一分部”的融合式发
展格局由此更加稳固，这艘三甲
“巨舰”也正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在市二医院龙潭院区试运
行一周年之际，那些让医院发生
巨变的细节究竟有哪些？今天，
就让我们深入该院来一次“解密
式探访”。

解密
巨变

市一医院儿童骨科门诊开诊

成大附院医疗专家
赴高原开展“健康九寨行”

解密2

解密3

解密4

解密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