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现状，推动VTE联盟工作落实落细

填补空白，我市VTE防治联盟正式成立

●健康提醒

血吸虫病是由于人或牛、
羊、猪等哺乳动物感染了血吸
虫，所引起的一种严重危害健康
的寄生虫病。

血吸虫病可引起发热、腹泻
等，反复感染或经久不愈可引起
肝硬化、腹水、严重影响青少年生
长发育，丧失劳动力，甚至危及生
命。临床上可分为急性、慢性和
晚期三种类型以及异位损害。
同时血吸虫患者或病畜又可作
为传染源，造成血吸虫病传播。

急性血吸虫，主要发生于夏
秋季节，常见于7月到9月，因为
夏、秋季节寄生虫繁殖快，人类
生活、劳动和疫水接触的机会较
多，容易被感染。感染以后的潜
伏期一般为一到两个月，平均
40天左右。感染重的潜伏期较
短。一般情况下，血吸虫感染后
会引起结肠、肝脏、脾的病变和
损伤。如果血吸虫的虫卵和成
虫寄生在肺和脑等部位，潜伏期

延长，常常感染后六个月到一年
内会发病。

我国主要流行的是日本血
吸虫病，而钉螺是日本血吸虫唯
一的中间宿主，是血吸虫病流行
的必要条件。钉螺长度一般为
1 厘米左右，宽度不超过 4 毫
米。预防血吸虫病传播和流行，
一是控制和消灭钉螺，消灭了钉
螺就意味着消灭了血吸虫病。
因此，做好查螺、灭螺工作是控
制该病传播的最切实可行的有
效措施。二是加强粪便管理，防
止人畜粪便污染水源，严格实行
粪便管理制度及有螺地带禁
牧。三是不要在有钉螺分布的
湖水、河塘、水渠里洗衣、洗菜、
游泳和戏水。四是因生产生活
不可避免接触疫水者，可在接触
疫水前做好个人防护或涂抹防
护油膏，预防血吸虫感染。五
是接触疫水后，要及时到当地疾
控部门进行必要检查。

夏季应谨防血吸虫病
通讯员 李新祥

近日，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共体上方分院开展全面廉政
风险排查活动，对高风险科室进
行深入排查。

衢州二院医共体上方分院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
组织建设，每个环节设立责任
人。二是完善制度，建立供应
商、采购审批、合同签订、出入

库、付款的闭环管理，避免采购
业务中风险的产生。三是不定
时、经常性加强全体职工警示学
习教育。四是加强医德医风考
核，考核分数作为绩效考核发放
依据。为继续做好群众满意卫
生院，确保优质服务，为患者营
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就医环境，打
下坚实基础。

衢州二院医共体上方分院
开展廉政风险排查

通讯员 方志芬

近日，开化县人民医院医
共体在桐村镇杜坑村举行
2022年城乡参合居民免费健
康体检启动仪式，旨在积极打
造医共体下公共卫生高起点、
高标准、高质量的一站式“全民
健康工程”。

本次全民健康体检由开化
县人民医院总院组织1支专家
团队，统筹华埠、桐村、杨林分
院组建 3支体检团队，每个团
队由10名医务人员组成。

借助“山海”提升工程，参
与的人员经过同质化培训和质
量小组管理，达到同质同标服
务。车载移动式DR检查服务
进村入户，打破传统上门体检
局限，让百姓在家门口即可拍
片，一次性完成所有体检项目，
并将60岁以上老年人体检、65
岁以上老年人肺结核筛查、重
点特殊人群结直肠癌筛查、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免费筛查等多
项体检项目融合，在提高工作
效率的同时，真正实现让老百
姓“最多跑一次”。

“小县城也要有大健康，好
地方也要有好健康。”开化县人
民医院医共体负责人表示，将
全面调动医共体内基本医疗、
疾病预防、公共卫生等各项健
康服务，为全民健康体检制定
更多个性化的健康服务措施。

通讯员 江帅 文/摄

据介绍，联盟工作目标包括
制定衢州市 VTE防治标准及规
范，通过巡讲、培训，推广诊疗指
南及建设标准、规范诊疗，建立我
市VTE数据中心及多中心研究平
台，降低衢州市VTE发生率、致死
性肺动脉栓塞死亡率等。

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市

VTE防治联盟执行主席陆炜相告，
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可防可治，如
果做好防治，可以较好地降低患者
在院内的非预期死亡，保障患者的
健康安全，“接下来，我们将在联盟
内展开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相关
内容的广泛学习，充分发挥信息化
建设的重要作用，持续深化各家单

位的质控管理，开展基线调查，摸
清全市VTE防治现状，撰写基线
调查报告，拟定下一步VTE防治
工作目标和具体任务，为‘健康衢
州’的华彩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当天下午，省、市的 4名医疗
专家将扎实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
临床经验相结合，分别以《肺栓塞

和深静脉血栓形成防治能力体系
建设》《VTE防治能力建设质量管
理的信息化建设经验分享》《VTE
临床规范化诊疗》《医院创建VTE
防治体系经验分享》为题，开展学
术交流。此外，我市多家医疗单
位就“如何推进市VTE联盟及医
院内VTE工作”，进行专题讨论。

日前，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共体廿里分院一年一度的居
民体检工作有序进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在今年
的体检工作中，廿里分院开启
了多维度、多形式、多质控、多
督导的新鲜元素，切实有效地做
到了居民应检尽检。医生在体
检过程中认真负责，家庭医生在
体检结果中及时反馈。医共体
总院监察室将居民体检工作纳
入医院清廉三色码管理，对在体
检过程中不认真负责的医务人
员及对体检结果反馈不及时的
家庭医生予以亮码公示，做实做
优各项医疗健康服务保障。

6月 9日，廿里镇里屋村的
居民童师傅在体检的血化验中
发现肌酐危急值，廿里分院化验

室立即启动危急值报告流程，医
生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追踪和
处理。医生了解后得知，童师傅
原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周都要
进行3次血透治疗，这次因家里
有事未及时去治疗，所以出现了
上述情况。经过及时对症处理，
童师傅顺利开展了血液透析治
疗。6月13日，家庭医生再次电
话随访，童师傅表示身体已无异
常，感谢医生的及时处理。

截至目前，廿里分院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已体检人
数 1117人，其中危急值处理 2
人。医院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工
作，有效提高体检的质量，做到
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提升老百姓的满意度，真正落
实“三免三惠”健康行动。

“三免三惠”之居民
健康体检在行动

通讯员 陈志勤

本报讯 （通讯员 郭元春）
日前，浙江省县域医共体药学专
科联盟在线上举行了成立仪
式。联盟单位共有 31家县级医
院，常山县人民医院正式成为浙
江省县域医共体药学专科联盟
单位。

该专科联盟是在推进全省
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总体框架下，

省内各地医共体药学专科自愿
联合参与构建的医疗卫生服务
合作性组织，致力于建设专科药
学服务平台，整合药学专科资
源，实现药学服务、药学新技术、
科研以及药事管理等资源的充
分共享，在医共体内药事质控标
准、药学服务规范、药事管理数
据等方面协同共进，形成具有各

自特色的药学专科，提升专科药
学服务能力，共同促进县域医共
体的药学学科发展。

县域医共体药学学科的高质
量发展是国家“千县工程”的基本
要求，也是县域内基层患者安全
合理用药的迫切需求。县域医共
体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中不断探
索前行，在没有标准可依的背景

下，创新达成《中国县域医共体药
事管理与药学服务规范专家共
识》，基于基层医院实际情况，走
出了医共体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
引领示范之路。

下一步，常山县人民医院将
在医共体建设过程中将药学服务
做细做实，不断扩大学科影响力，
助力医共体药学高质量发展。

常山县人民医院入选“浙江省县域医共体药学专科联盟”

很多缺牙市民还停留在传
统的拔牙、补牙观念中，认为种
一颗牙齿怎么说也要大半年时
间，在这期间没牙齿可怎么吃
东西呢？殊不知，随着种植技
术和植牙理念的进步，现在可
以做到当天拔除废弃牙根、当
天种上新牙，最主要的是当天
就能吃东西。

蓝芽口腔衢州机构种植院
长金博士介绍，种植牙技术自问
世以来，就受到美国、欧洲、日
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缺失牙患者
的追捧。同传统假牙相比，种植
牙作为现代口腔医学的发展结
晶，已经成为缺失牙的首选修复
方式。种植牙有很多优点，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固定假牙须先把缺牙旁边
的两颗牙磨小，作为稳固牙套的
支柱，还要做很大底板作为基
托，患者往往有异物感。种植牙
是在缺牙区直接埋入种植体，再
以种植体为根基，在其上修复牙
齿，所以不涉及相邻牙，患者没
有异物和不适感。

假牙的金属钩易卡住脏物，
不易清洁，金属钩也易露出，影
响美观。种植牙没有基托，不存
在上述问题。

假牙由于仅靠牙床粘膜软
组织的支持，固定力量薄弱，不

但假牙容易松，咀嚼功能也不
佳，如果牙龈受力不当，牙槽骨
将逐渐萎缩。种植牙则无移动
或咀嚼功能不好的情况，对植入
部位的牙槽骨来说，种植牙还能
对其形成功能性刺激，加强老年
人牙槽骨的存留。

金博士提醒缺牙市民：种植
牙从诞生起便以高难度、高医术
水平著称，是口腔医学中“塔尖”
领域。种植牙要考虑到患者的
舒适度，要能承受30~40公斤的
垂直咬合力，还不能破坏患者的
面部线条，对口腔机构和医生的
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达不到预
期效果，所以种植牙手术又被称
为“刀尖上跳舞”。手术要求医
生不仅要有深厚的口腔理论知
识积淀，还要有丰富的成功种植
临床经验，通过精准植入，使纯
钛植体与牙骨生物结合类似天
然牙根，形成稳固的支撑力，重
塑咬合功能，确保每一颗种植牙
的成功和恒久使用。

应广大缺牙市民要求，蓝芽
口腔衢州机构特推出“对话缺
牙人”行动：凡存在单颗、半口、
全口缺牙市民，持本版报纸到
蓝芽口腔衢州机构现场参与报
名，不仅可享免费口腔拍片检
查，还有“年中安心种牙礼包”
相送。

规范防治，协同发展

我市VTE防治联盟正式成立
记者 赵凯怡 通讯员 徐莉 方英 蒋涛

种植牙如何脱颖而出？
通讯员 罗倩

6月17日，衢州市VTE（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防治联盟成立大会暨VTE学术交流会议，在四省边际中心医院（衢州市人民医

院）学术报告厅举行。

现场，与会领导为我市VTE防治联盟主席单位、联盟单位和建设单位授牌。VTE防治联盟的启动，标志着我市VTE防治迈入

新篇章，将为下一步建立高危患者绿色诊治通道，落实标准化VTE预防与管理体系，积极建设四省边际医疗桥头堡作出重要贡献。

2018年起，国家卫健委启动
了“全国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形
成防治能力建设项目”，将 VTE
防治能力建设纳入医疗质量管
理体系。从 2021年起，VTE质控
指标纳入年度十大国家医疗质
量安全改进目标。近年来，全国
各省市的 VTE区域联盟建设蓬
勃发展，浙江省目前已有多个地
区建立了VTE防治区域联盟，而
衢州地区尚属空白。衢州市
VTE防治联盟的成立，填补了此
项空白。

衢州市VTE防治联盟主席单
位为衢州市人民医院；衢州市中
医医院、衢州市第三医院、衢州市
妇幼保健院、浙江省医疗健康集
团衢州医院（浙江衢化医院）；柯
城区人民医院等10家医疗单位为
联盟成员单位，柯城区中医医院、
衢江区中医院、龙游县中医医院、
江山市中医院等 8家医疗单位为
联盟建设单位。

市VTE防治联盟主席，市人
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叶金林
在致辞中表示，通过三年的项目

建设，全院医护人员对VTE的预
防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2021
年，医院通过全国肺栓塞和深静
脉血栓形成防治能力建设项目评
审，获得“优秀建设单位”称号。

“荣誉的背后是责任，自去年起，
我们就在为成立VTE区域联盟做
准备。”叶金林认为，VTE临床症
状不典型，容易误诊、漏诊，严重
威胁群众生命安全。医院牵头成
立市VTE联盟，旨在共同提高市
医疗机构VTE的规范防治能力，
通过制定防治流程，规范临床路
径管理，建立高危患者绿色诊治
通道与上下转诊机制，实现VTE
防治的科学化、精准化，医院将充
分发挥质量控制与信息化建设在
VTE防治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规范院内防治体系中评估、预
防、诊断、治疗及质控等建设问
题，推动我市整体VTE防治水平
的提升。

VTE防治工作对医疗安全质
量管理而言，是一项非常具有挑
战性的课题。衢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医政处处长王华清说，市

VTE防治联盟的成立正当其时，
联盟要承担起我市VTE防治的重
任。希望以联盟成立为契机，让
我市VTE防治走向规范化、信息
化、常态化。

“衢州市VTE防治联盟的成
立，标志着衢州市VTE防治开启
了新的篇章。”浙江省医疗服务管
理评价中心副主任缪建华通过远
程视频向联盟的成立表示祝贺，

“衢州市VTE防治联盟是浙江省
VTE防治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省、市联盟加强沟通协作、
共享专家资源，也希望衢州市
VTE防治联盟内的各家单位，不
遗余力地在医疗机构内实现
VTE的规范防治与建设，提高医
护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患者对
VTE的防治意识，推动区域VTE
防治水平提升。”

联盟成员单位授牌 受访者供图

小县城也有大健康

开化县举行城乡参合居民免费健康体检启动仪式

检查视力

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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