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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下午，市卫健委党委书记
廖利军到市妇幼保健院调研指导，市卫
健委党委委员陈洪雨，党委委员、办公
室主任孙小明，基妇处负责人余雯陪同
调研，市妇幼保健院全体领导班子成员
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医院党委书记章跃武与
院长徐哲锋就医院基本情况、亮点工
作、目前存在的困难以及下一步工作重
点进行了汇报。其他院领导班子成员
也对各自分管工作作了发言。

廖利军对医院近年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他强调，医院要以新院区启用为
契机，在新时期用新思维走新路径求新
发展，实现破茧成蝶。就医院下一步工
作，他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提升能力、突破瓶颈。明确以
“打造四省边际一流妇幼保健院”为目
标导向，培育重点人才，建设品牌学科，
借力医联体的省级优质医疗资源，医院
的各个市级学科中心要不断提升领导
力、控制力、吸引力。

二要整体智治、久久为功。在内涵
管理和优质服务上下功夫，优化绩效考
核，强化精细管理，处处体现“智慧+温
润”，打造暖心、舒心、贴心的妇女儿童
生命全周期服务。

三要瞄准目标，全力冲刺。对创
建 三 级 医 院 ，要 抱 有 十 足 信 心 ，做 好
十全准备，对照等级评审标准查漏补
缺 ，细 化 任 务 清 单 狠 抓 落 实 ，举 全 院
之 力 去 推 进 ，以 评 促 建 ，实 现 医 院 跨
越式发展。 宣传科 姚有睿

衢州市婴幼儿
照护服务
指导中心成立

9 月 14 日上午，衢州市婴幼儿
照护服务指导中心揭牌仪式暨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培训
会，在衢州市妇幼保健院学术报告
厅举行。该中心落户衢州市妇幼
保健院，标志着全市婴幼儿照护服
务工作进入了规范化、实质性的实
施阶段。

市卫健委党委委员陈洪雨，基
妇处负责人余雯，市妇幼保健院院
长徐哲锋，副院长周红梅出席会
议。各县（市、区）卫健局、妇幼保
健院、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等单位
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及培训。

市卫健委基妇处负责人余雯
宣读市卫健委批示，宣布衢州市婴
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成立。

徐哲锋院长表示，发展 3 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事关婴幼儿健
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针对当前
全市托育服务供给紧缺、服务水平
参差不齐等问题，中心将组建一支
集全市儿童保健、疾病预防、卫生
监督和教育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师
资团队，通过家长课堂、亲子活动、
师资培训、入园指导等形式，开展
培训、宣传、咨询、评估、指导等服
务，给予全市婴幼儿家庭及托育机
构从业人员科学、规范的技术支
持，引领全市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
稳步前行。

市卫健委党委委员陈洪雨代
表市卫健委对中心成立表示祝贺，
并指出，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更
是人口素质提升的重要基石，我市
把新增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列为 2020 年市政府为民办实
事项目和衢州市城市赋能十大专
项攻坚任务。市级婴幼儿照护服
务指导中心的成立，可以进一步加
强我市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建设，
也是妇幼保健机构拓展发展空间、
提升发展水平、增强发展后劲的重
要举措。

陈洪雨与徐哲锋为衢州市婴
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揭牌。

随后，周红梅副院长详细介绍
了衢州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
心工作及下步计划。

揭牌仪式后，全市 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培训会举行。
省卫健委妇幼处四级调研员何琦
环、市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指导科科
长刘浪、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
科长曹国平、市急救中心急救培训
科胡秀芬等，为参会人员进行相关
政策文件解读、托育机构消防安
全、卫生保健与评价、婴幼儿传染
病防控、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内容
的培训。

“孩子有过发热抽搐史，能打疫苗
吗？”“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能不能打
疫苗？”在儿科门诊，经常有家长咨询孩
子接种疫苗的问题。8 月 28 日，衢州市
首家儿童预防接种咨询门诊在衢州市
妇幼保健院正式上线，为家长关于孩子

“能否接种疫苗”和“接种哪些疫苗”提
供合理建议。这是该院针对儿童预防
接种服务推出的一项便民举措。

当天下午，儿童预防接种咨询门诊
揭牌仪式在医院行政楼三楼会议室举
行。各县（市、区）妇幼保健院、疾控中
心、重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
院相关人员参加。仪式由衢州市妇幼
保健院副院长周红梅主持。

周红梅首先介绍了儿童预防接种
咨询门诊的概况。该门诊主要针对有

预防接种需求，处于特殊生理或病理
状态，或者既往曾患某种疾病如早产、
先天性心脏病、惊厥、哮喘等疾病的宝
宝，由专科医生根据孩子的个体临床
特征、检查结果以及预防接种原则，进
行风险评估和咨询，给予预防接种相
关建议。

衢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徐哲锋在揭
牌仪式上表示，对有特殊健康状态的儿
童来说，如何进行预防接种策略是临床
常见问题。衢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预
防接种咨询门诊的成立，将极大满足衢
州地区特殊健康状态儿童及时安全进
行预防接种的需求，为衢州市内儿童预
防接种工作提供有效保障和更优质的
服务，对推进医院保健工作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衢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尹志英表
示，接种疫苗被认为是对行之有效的
控制传染病的预防措施，按时按期接
种疫苗是保护个人和群体健康不可或
缺的环节。成立儿童预防接种咨询门
诊是以衢州市民的需求为导向，对特
殊儿童预防接种工作提供了积极的帮
助，对提高儿童疫苗接种率具有重要
的意义。

衢州市卫健委基妇处负责人余雯与
徐哲锋院长为儿童预防接种咨询门诊
揭牌。

揭牌仪式结束后，台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儿科主任应小明、衢州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尹志英、衢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儿
保科主任助理郑利祥，为与会人员进行
预防接种专业培训。 儿保科 郑利祥

市卫健委党委书记廖利军一行
来院调研指导

市首家儿童预防接种咨询门诊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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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新妈妈在安静的环境、轻
松的氛围中顺利度过人生最难忘的待产
分娩过程？衢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一体
化病房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产科一体化
病房，又称 LDR 产房，它到底什么是什么
样子的？与普通产房有啥不一样？让我
们揭开一体化病房的神秘面纱。

Labor（待产），Delivery（生产），Re-
covery（产后康复），在传统的医疗模式
中，产妇需要从病房，到待产室，再到产
房，不断的转移。而在 LDR 产房，可进

进行除剖宫产以外的全部待产和分娩过
程，是集待产、分娩、产后恢复一体化的
家庭产房，既像家里一样舒适，又有先进
医疗技术的保障。

一体化病房，均为两室一卫宽敞明亮
的大套间，有淡蓝色和高级灰两种风格
的墙面，整体风格清新又温馨。一间为
家属休息区，一间为独立可陪产的分娩
室。套间内配备沙发、电视、冰箱、微波
炉、小厨房、独立卫生间等生活设施，还
设置有全自动一体化产床、分娩球、分娩
凳、心电监护仪、胎心监护仪、婴儿辐射
床、独立婴儿洗浴设备、高档婴儿床等医
疗设备。

让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LDR 产房的重
磅武器：一体化产床。别看这张床放平
与普通床并无太大差异，可一旦生产时，
只要按动电钮，床就可变形，满足分娩时
体位的需要，辅助产妇顺利生产。生产
结束后，床可变成产后休养的病床，全过
程都在同一张床上完成。产妇无需从产
房到病房来回奔波，避免了分娩前后的
多次转移，让分娩过程更加顺畅舒适和
私密。

在这里，有一对一的导乐陪伴，有优
秀的资深助产士实施助产，有产科、麻醉
科和新生儿科组成的多学科医疗团队随
时 满 足 各 种 需 求 ，为 母 婴 安 全 保 驾 护
航。在 这 里 ，可 以 体 验 在 家 生 娃 的 感
觉，家人陪在身边，同时爸爸也可以参
与进来，帮助妻子消除分娩过程中的紧
张和恐惧感，爸爸还可以亲手为宝宝剪
脐带，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入住产科一
体化病房剖宫产的孕妇，将安排由副主
任医师以上的优秀产科医师实施手术。

8 月 26 日一早，衢州市妇幼保健院
妇科主任徐舜刚来到专家门诊，马上就
进来了一位女士，说：“徐医师，真的太感
谢您了，我现在已经来月经了，是您让我
重新找回了做女人的感觉。”“我就是那
个您说的工作 20 多年，碰到粘连最厉害
最严重的那一个。”

一个月前，23岁的王女士来到徐舜专
家门诊就诊。王女士一脸的焦虑，边哭边
说：“徐医师，我流产后都快 1 年没来月经
了，是不是绝经了？我这么年轻，还没有生
过小孩，以后怎么办？”原来王女士之前在
江西一家大医院做人流，手术后10个月一

直没来月经，期间到多家医院就诊，超声等
检查没有显示不正常，也吃了很多药，但月
经就是不来。

听了王女士的述说，徐舜详细询问
了王女士的病情，经相关的超声及血生
殖激素检查，发现王女士的病因是“宫腔
粘连”引起的闭经。

7 月 23 日，王女士进行了宫腔镜下
手术，术中发现王女士除了宫颈管外整
个宫腔全部粘连，宫腔中段只有一个针
尖样的小孔。经徐舜细致地分解后，终
于把王女士重度粘连的宫腔给分开了。
术后，又给予雌激素治疗促进其子宫内
膜生长。 8 月 23 日，王女士久违的月
经终于来了。

宫腔粘连如何预防呢？徐舜提醒，
首先得避免流产导致的宫腔粘连，必须
做好避孕措施，避免不必要的人工流产、
引产等，要跟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
子宫内膜。

其次是避免感染造成的宫腔粘连，
平时注意个人卫生，保持会阴清洁，避免
不洁性生活，增强抵抗力。

10 岁的淘淘今年 9 月开学时，
一件让他最开心的事，就是他再也
不用吸哮喘药了。经过持续 2 年的
规范治疗，他哮喘的老毛病得到了
很好的治疗，不再担心上楼梯，不
再害怕上体育课，成为一位阳光健
康的少年。

两年前，淘淘驼着背步履蹒跚
地走进衢州市妇幼保健院儿内科
主任梅国花的专家门诊。淘淘面
色苍白，呼吸急促，梅国花听诊发
现两肺有广泛的哮鸣音，赶紧带孩
子进入抢救室，给予吸氧、心电监
护、三联雾化吸入、开通静脉通道
输注甲强龙及补液等处理，淘淘的
呼吸才逐渐平稳下来。

梅 国 花 询 问 病 史 ，了 解 到 淘
淘从小就反复喘息发作，随着年
龄的增长喘息发作有减少，但淘
淘不爱运动，爬楼梯时气喘吁吁，
身高明显低于正常同龄儿童，上
体育课时不能剧烈运动，一旦喘
息就出现呼吸困难的状态，家长
非常害怕。

梅国花为淘淘先制定了 1 周的
治疗方案，淘淘肺部哮鸣音消失、
病情平稳后，再予以肺功能检测。
检查结果显示淘淘肺功能异常，出
现小气道的损伤，经血清及皮肤变
应原点刺试验等相关的过敏原检
测，淘淘尘螨过敏呈强阳性，有螃
蟹过敏，平日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
结膜炎症状非常明显。梅国花又
为淘淘制定了方案规范治疗哮喘
和过敏性鼻炎。3 个月后，淘淘哮
喘的急性发作情况明显好转，梅国
花鼓励他坚持规范治疗。经过 2 年
的规范治疗，淘淘的生长发育赶上
了正常同龄孩子，体育课的剧烈运
动如 100 米和 1000 米跑步也不受
影响了。

梅国花介绍，“过敏性疾病”是

儿童最常见的疾病，目前医院在规
范治疗和定期随访的过敏性哮喘
和过敏性鼻炎的儿童有 100 多位。

儿童在婴幼儿时期的牛奶蛋白
过敏容易造成湿疹、腹泻、便秘、腹
胀、便血等，不但阻碍了宝宝体格
的生长和发育，对宝宝智力认知的
发育、情感社交能力的发育都带来
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 2-3 岁以
后，又会转为气道过敏，如过敏性
鼻炎、过敏性咳嗽、支气管哮喘以
及反复呼吸道感染，这些都会严重
影响儿童健康和生活质量。过敏
性疾病之间都存在内在联系，患有
一种过敏性疾病的儿童易并发其
他系统的过敏症状，且常续贯发
生，如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结膜炎
的患者容易并发哮喘。

小儿过敏体质与遗传有相当大
的关系。调查其家族病史，常会发
现有父母遗传或隔代遗传现象，当
父母一方有过敏性体质时，他们的
下一代患过敏性疾病的大约有 1/2
的机会；若父母皆有过敏性体质
时，他们的小孩身患过敏性疾病可
达 90%以上。

统计显示：儿童过敏性疾病的
发生率在 20 年内增加了 8 倍。1 岁
以内婴幼儿湿疹、牛奶蛋白过敏发
病率甚高，过敏严重者湿疹可延展
至 3 岁甚至青少年期形成异位性皮
炎；2-6 岁的学龄前儿童阶段最易
发生呼吸道过敏性疾病如打喷嚏、
流涕、鼻塞、咳嗽，这些症状常常被
误认为是反复的感冒或炎症，抗过
敏治疗不及时而最终引发支气管
哮喘。

梅国花提醒家长，要重视儿童
过敏性疾病，早期干预和治疗，改
变过敏的进程，预防儿童哮喘，使
他们畅快呼吸，度过一个健康欢乐
的童年。

唐氏综合征等先天缺陷的患儿智力低
下、发育迟缓并伴有多种畸形。对于这样的
染色体疾病，最可行的方法是通过产前筛查
与产前诊断，采取终止妊娠以减少或避免患
儿的出生。

衢州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自
2013 年成为衢州市唯一一家浙江省产前诊
断衢州市分中心以来，已“终结”唐氏综合征
等染色体异常儿 89 例、严重畸形儿 258 例，
在减少出生缺陷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市妇保院开展这项技术之前，衢州的高
危孕妇要做产前诊断，必须跑温州、杭州、上海
等地的大医院。产前诊断要经过预约、化验、
羊水穿刺、取报告等程序，一次诊断得来回跑
三四趟，费时费力，如果诊断明确是缺陷儿，无
疑是对孕妇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市妇保院产前诊断中心成立后，极大地
方便了衢州本地孕妇做检查，同时也吸引了
不少外地孕妇前来诊断。

医院于今年 6 月底整体搬迁至百汇路
690 号后，产前诊断中心硬件设施得到明显
提高。中心设在门诊楼二楼，实行一站式服
务，产前诊断（筛查）中心门诊、采血、羊水穿
刺、取报告均在同一个区域内，把孕妇就医过
程中涉及到的收费、就诊、检查等多个环节集
中到产前诊断中心门诊区域内，使病人可以
在其中完成大部分的医疗活动，避免孕妇来
回奔波，排队等待，为病人提供方便。

产前诊断中心现有医护人员 16 人，其中

高级职称 8 人。临床医生对遗传病、不良孕
产史、胎儿影像学异常具有较高的咨询能力
和处置水平；实验室检测项目覆盖产前、产后
出生缺陷检测的各个方面。

中心开设遗传咨询专家门诊、遗传咨询
专家门诊、胎儿医学特需门诊等特色门诊。

中心开展有羊水穿刺术、脐带血穿刺术，同
时有 OVT 筛查、胎儿心超、会诊 B 超及系统 B
超等检查项目。对疑难病例实行多学科会诊讨
论，为服务对象提供科学合理的诊疗方案。

中心实验室拥有一批现代化全自动的先
进仪器，开展早中孕血清学筛查、孕妇外周血
胎儿游离 DNA 产前筛查、羊水、脐血、外周血
染色体核型分析、产前 BoBs 检测、常见耳聋
基因突变筛查、SNP array 基因芯片及常见单
基因遗传病、全外显子测序基因病诊断等检
测项目。

爱她，带她来住产科一体化病房

来这里，找回做女人的感觉

重视儿童过敏性疾病，让孩子畅快呼吸

产前诊断中心：有效减少出生缺陷

妇科介绍
衢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是浙江省市共建医学重点学科，衢州市重点创新团队，设

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吕卫国院长专家工作站。现有医师 14 人，其中高级
职称5人，衢州市“新世纪151 人才”2人，衢州市名医2人。

科室配有妇科腹腔镜全套设备、超声刀、宫腔镜检查镜及电切镜、阴道镜、LEEP 刀
等检查和治疗仪器。是衢州市最早开展腹腔镜手术的医院。近年来先后开展了腹腔
镜下阔韧带巨大子宫肌瘤剔除术、中孕期腹腔镜下卵巢囊肿剔除术、经阴道子宫瘢痕
憩室修补术、宫腔镜下重度粘连分解术等新技术。腹腔镜微创手术率达 90%以上。目
前科室在妇科肿瘤、宫颈疾病、妇科内分泌疾病、围绝经综合征、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不孕不育、妇科疾病的中西医治疗等方面有较强的专科特色。

儿内科介绍
衢州市妇幼保健院儿内科是市级重点学科，是浙江省儿童重大疾病诊治适宜技术成果

转化工程基地、衢州市儿童生长发育质控中心，建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舒强院长
专家工作站。拥有主任医师 4 人，副主任医 3 人，市级名医 2 人，市级学科带头人 1 人。在衢
州地区率先开展儿童肺功能检测、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如重症肺炎、
儿童哮喘、过敏性鼻炎，儿童内分泌疾病如小儿性早熟、矮小症、肥胖症，儿童消化系统疾病
如牛奶蛋白过敏、食物相关性过敏性疾病，儿童泌尿系统疾病如血尿、遗尿症、泌尿道感染，
儿童神经系统性疾病如化脓性脑膜炎、病毒性脑炎、小儿惊厥，其他如川崎病、过敏性紫癜、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的诊治达省级先进水平，代表着衢州市
儿科疾病诊治和抢救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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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期间，衢州市妇幼保健院的
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画出了一道靓丽的文明风景
线。创文过程中，志愿者们以身作则，把志愿服务精
神和态度变成了习惯，展现了妇幼人良好的精神面
貌和优质服务水平，充分发扬了“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医院将把创文取得的成效长期保持下去，把齐心
协力、真抓实干、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的创文精神发
扬到医院今后的各项工作中，为切实提高服务对象
满意度和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而继续努力。

宣传科 姚有睿 周志斌

有礼 ，文明妇幼人 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