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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远程会诊平台
95 名医务人员驻点帮扶

宁波医疗
“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
”
让贫困地区群众病有所医

宁波市第一医院黄坚成医生在册亨县义诊。

“谢谢专家们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9 月 10 日深夜，当鄞州人民医院 ICU 主任医师安
敏飞走出延边州和龙市人民医院抢救室时，
一位老太太流着泪紧握住她的手不停道谢。
原来，老太太的儿子王某心跳呼吸骤停，前一日刚到和龙市对口帮扶的安医生从下午 4
点多到晚上 10 点，抢救了 5 个半小时，
才把王某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这样的场景，在我市各级医疗机构对口帮扶贵州省黔西南州和吉林省延边州后已屡见不
鲜。据市卫计委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各级医疗机构已向两州派出对口帮扶驻点医务人员共
计 95 名，其中 12 个月以上长期帮扶 19 名，6-12 个月中期帮扶 18 名，1-6 个月短期帮扶 58
名。另外，派出 1 月以下临时帮扶人员 245 人次，接收两州进修医务人员 126 人次。我市将进
一步加强对深度贫困县汪清县的重点帮扶，
首批新增驻点帮扶人员将于 10 月 15 日前到岗。

四个
“首例”
开启册亨县医疗新篇章
建立首间血液透析室，完成首例血液透析、
首例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和首例超声引导下内瘘
穿刺术……短短十天，宁波市第一医院泌尿内
科黄坚成医生就一人完成了贵州省册亨县医疗
史上的四个
“首例”
！
2018 年 6 月，市第一医院在帮扶贵州省晴
隆县人民医院基础上，联合县级支援单位（宁波
市第九医院），与新增帮扶的册亨县人民医院签
订帮扶协议，加强交流考察，免费接收进修人
员，派驻专家全面开展帮扶工作。9 月，市一院
派出黄坚成医生至册亨，这已是自 6 月以来医
院派出的第 3 批、第 10 位专家。
就在短短 10 天内，黄坚成开足马力，全面
开展指导工作，从医院管理到专科技术，不仅顺
利完成四项
“首例”
工作，
还举办了三场讲座。
当地身患尿毒症的王先生因前期做的动静
脉内瘘闭塞，无法血透治疗，只能靠颈静脉半永

久透析导管过渡，得知情况后，黄坚成为其量身
定制了最佳治疗方案：
重建动静脉内瘘。
而当地及周边的县市医院都没有手术需要
的显微器械和特殊血管缝线。黄坚成向市一院
领导汇报情况后，决定从宁波运送手术器材到
册亨县人民医院开展手术。
在术中，黄坚成还不忘将详细的手术步骤
与要点传授给当地医院医生，并保存影像作为
教学视频。手术非常成功，填补了册亨县动静
脉内瘘成形手术的空白，也吸引了当地许多患
者前来就诊，目前已有 24 位患者完成透析登
记。
市第一医院院长阮列敏表示，这四个“首
例”不仅为册亨县人民医院培养了本土人才，还
提升了血液透析诊疗的整体水平与服务能力，
相信在两地政府、三家医院的共同努力下，东西
部医疗帮扶工作将不断深入，
取得更大收获。

为和龙市培养一支
“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6 月 27 日，鄞州人民医院放射科、眼科、产
天上午，当地一位王女士在得知后激动地说：
科、消化内科等十个科室的 15 位医生在该院党 “远程会诊平台真是太方便了，再也不用坐一个
委书记俞万钧的带领下，远赴和龙市人民医院
半小时的车去上级医院了。
”
开展义诊、手术筛查及相关培训等扶贫工作。
7 月 4 日，王女士就来到了医院就诊，并在
“在前往和龙前，我们已经提前做了沟通， 已帮扶该院两个多月的鄞州人民医院放射科主
了解了他们在技术、手术等方面的难题。以产
治医师陈挺的帮助下，将胸部 CT 上传到云会诊
科为例，和龙市人民医院一年分娩量为 200 例
平台，联系鄞州人民医院放射科医生进一步诊
左右，剖腹产的病例基本为零。”俞万钧告诉记
断。专家会诊后将修改后的诊断意见通过工作
者。
平台回传和龙。
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义诊
俞万钧告诉记者，当地医院设备较为落后，
医生们认真检查、分析病情，耐心讲解卫生保
专业人员短缺，医生技术力量也比较薄弱，
“远
健、饮食安全、合理用药等知识，并在四天时间
程会诊工作平台开通后，患者在‘家门口’就能
内成功抢救了 6 名重症患者。
做检查，还可以享受到宁波医生的优质医疗服
鄞医专家在即将离开之际，协助和龙市人
务。”此外，通过远程会诊，当地医生的诊断水平
民医院开通了影像远程会诊平台。平台开通当
也会不断提高，
培养一支
“带不走”
的医疗队伍。

倾囊相授 提高黔西南州中医院
“造血”功能
7 月 2 日，五位来自黔西南州中医院的医护
人员顺利抵达宁波市中医院，开始为期三个月
到半个月不等的进修学习。这是宁波市中医院
与黔西南州中医院签署《援黔医疗卫生对口帮
扶合作协议书》后接收的首批进修学员。
据了解，截至目前市中医院已派出包括肿
瘤科、内分泌科、妇科、治未病中心在内的 4 位
专家至黔西南开展实地调研、义诊及交流指导
工作，同时先后迎来了 12 名医疗及护理进修生
来院进修。
“在对口帮扶中我们将竭尽全力、倾囊相
授，邀请进修生参与学术讲座，国家、省级继教
班，共同申请科技局的扶贫科研课题等，毫无保
留地做好传帮带教各项工作。”
宁波市中医院院
长崔云告诉记者，肿瘤科将疼痛病房建设、肿瘤
疼痛治疗、中药外敷治疗肿瘤患者腹水等方面
治疗经验进行传授，治未病中心将黔西南还未

引进的红外热成像检测技术
授予进修生，以实现更快更
精准地为患者进行体质辨
识。
“ 护理方面，将由资深护
理专家带教，手把手教进修
生 拔 罐、刮 痧、乳 房 循 经 推
拿、超声导入、中药熏蒸、中
药离子导入、冲击波治疗等
最新最先进护理技术。
”
据了解，市中医院还将
进一步做好传帮带工作，建
立名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黔
西南州工作站，在线进行业
务指导和培训，开展远程医
疗等。
记者 房伟
通讯员 陈琼 俞水白
郑瑜 陈君艳

下周三是全国扶贫日
邀您一起
为贵州贫困残疾儿童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张爱国） 今年
的 10 月 17 日，是我国第五个扶贫日，也是第 26 个
国家消除贫困日。几天前，一份来自贵州省扶贫开
发办公室的公募倡议书传到宁波市经合局，希望能
发动宁波的爱心人士，为贵州省贫困家庭残疾儿童
捐出一份爱心。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天使，他们虽然有眼，但看
不见美丽多彩的大千世界；他们虽然有耳，但听不
见亲人的亲切呼唤；他们虽然有口，但无法吐露童
年的心声；他们虽然有脚，但却是‘举步维艰’……
他们是这个社会中最为特殊的困难群体——残疾
儿童。”倡议书中提到，据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和全
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测算，贵州省目
前 0－15 岁各类残疾儿童共 16.709 万人，其中，0－
15 岁贫困家庭残疾儿童为 6.85 万人。
如果得到及时的抢救性康复，可以帮助这些残
疾儿童恢复或补偿功能，提高生存质量，帮助他们
将来就学、就业，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但是在贵州，
许多贫困家庭残疾儿童因贫困而得不到及时康复。
倡议书中希望，宁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能积极
参与“为贫困家庭残疾儿童捐出一份爱心，奉献一
份真情”捐助活动，以实际行动帮助贫困家庭残疾
儿童走出困境。
据了解，此次活动长期接收捐赠地点：贵州省
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42 号，公募账号：贵州省
扶 贫 基 金 会 ，账 号 ：0110001800001017，开 户 银
行：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如果市民想了解捐助贵州当地残疾儿童的具
体情况，可以于 10 月 17 日上午 9 点半到 11 点半，
到位于宁波日报传媒大厦中庭广场（鄞州区宁东路
901 号）的宁波市 2018 年全国扶贫日主题活动现
场，
向工作人员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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