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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术精湛，华佗再世；医德高尚，恩
重如山。”

日前，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血液
肿瘤科造血干细胞移植团队收到了这样一面
锦旗。当天，3岁的“重型地中海贫血”患
儿小熊出院了，这是我省成功施行异基因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年龄最小患儿。同
时，该例移植也让遵医附院儿童造血干细胞
移植技术实现零的突破，标志着该院造血干
细胞移植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小熊来自凤冈县农村，出生 3个月就被
发现患有慢性溶血性贫血症，到遵医附院进
行地贫基因检查，被确诊为“重型地中海贫
血”。当时由于年龄太小，只能反复输血以
延续生命。

“患儿每半月必须到医院输一次血，不
然 就 会 出 现 乏 力 、 头 昏 、 面 色 苍 白 等 症
状。”贵州省儿童医院副院长、遵医附院小
儿内二科主任陈艳教授说，因为长期输血，
患儿铁蛋白过高，又得进行去铁治疗。

患此病的孩子，如果仅靠输血，最多活
到 40 岁，输血费用则高达 400 万元至 1000
万元不等，因而此类患儿也被称为“千万宝
宝”。

要想完全“脱贫”，造血干细胞移植是
目前唯一的方法。

输血及去铁治疗期间，考虑到患儿家庭
经济条件不好，医院特意为小熊减免了许多
项目费用，并开通绿色通道，随到医院随时
输血。

幸运的是，去年下半年，已满 3岁的小
熊与其亲姐姐配型成功。与此同时，遵医附
院的新儿科大楼投入使用，拥有先进的移植
仓，硬件设施有保障。

患儿接受各项检查，均符合手术指征，
于去年 12月接受了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
移植术。

“该移植术就是将患儿以前体内的免疫
细胞全部打掉，再把姐姐的造血干细胞输进
患儿体内，重建正常造血和免疫功能。”陈
艳说，由于患儿年龄太小，配合性较差，加
之器官发育不全，对药的耐受能力有限，整
个治疗期间需要克服诸多困难。

庆幸的是，植入小熊体内的造血干细胞
在 9 天后“发芽”，17 天长好，21天后患儿
就顺利出仓了，随即转到普通病房。

“通过检测，嵌合率达到 99.97%，该指
标只要超过 95%，就说明造血干细胞基本全
部存活了。”遵医附院小儿内二科主治医师
张相梅说，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难度
大，在做移植前就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以保
证该手术的顺利进行。此外，术后管理复

杂，尤其对于 14周岁以下的儿童来说，进行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需要全科医护人员、多学
科及家长的通力合作，以保障患儿手术及术
后的顺利恢复。

术后，小熊也没有明显的排异反应，并
达到出院标准。为防止排异反应，患儿只需
服用一年左右的抗排异药物，就能正常生活
学习了。

“我都是朝最好的方面去想，所以一直
在坚持，3年多的辛苦煎熬，现在终于缓过
来了。”小熊的母亲说，非常感谢遵医附院
医护人员的付出和帮助，在得到最好治疗的
同时还减免了很多费用，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和希望。

当天，与小熊同时出院的还有一名 8岁
的患儿。该患儿在 1岁时因反复腹泻、面色
苍白就诊于省外某医院，被明确诊断为“β-
地中海贫血”。但因患儿家长对该病认识不
够，未予规律输血治疗，导致患儿出现自身
免疫性溶血的表现，血红蛋白上升困难，还
导致骨骼改变、脾脏增大、心脏增大，铁蛋
白也很高。

在遵医附院接受治疗后，该患儿与自己
的哥哥配型成功后，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
也于年前成功施行了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
胞移植，通过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患儿闯过

重重难关，并陆续达到出仓和出院标准。
陈艳说，地中海贫血是一种常见的遗传

性溶血性贫血，属于高发疾病，而且重型地
中海贫血在我省发生率也不低，仅遵医附院
就有约 150 名重型地贫患者长期输血治疗。
此次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的成功施行，为贵州
省重型地贫、难治复发白血病、重型再生障
碍性贫血、淋巴瘤及实体瘤等疾病的患者开
启了生命的新希望之门。

值得注意的是，地中海贫血可防可控可
治，通过采取婚前检查、孕前检查、产前筛
查和产前诊断等防控措施，可有效阻断重度
地贫患儿的出生，减轻家庭负担。

据了解，多年来，在学科带头人何志旭
教授的带领下，遵医附院儿童血液肿瘤团队
及细胞工程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干细胞的研究
及治疗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获得了 2019
年度贵州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为造血干细胞
移植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贵州省儿童血液肿瘤国家级定点救
治医院之一，遵医附院未来将重点构建“立
足贵州，辐射西南”的省级儿童医学中心，
全力推进贵州省儿童医院建设，着力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提升医院在全国儿科医疗系统
中的先进地位，聚力打造“国内一流、省内
领先”的现代化儿童医院。

造血干细胞移植
为地贫患者开启希望之门

肖毅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国军

日前，经过多医院多学科协作，最终在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功施行了两例儿童
肾移植，其中一例受体8岁，而供体仅有5个
月。这是目前省内年龄最小的供受体肾移
植，为促进贵州儿童器官移植发展提供了新
路径。

1月6日，贵医附院接到讯息，在安顺某
医院有一位年仅 5个月的病危患儿，家属愿
意捐献肝和肾器官。得知这一信息后，贵医
附院立即筛选匹配合适的受体。

很快，一例肝受体和两例肾受体都确定
了，肾受体均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
童医院），一位12岁的男孩和一位8岁的女孩。

随即，由贵医附院副院长左石主持，该
院小儿外科、移植科、PICU、儿童肾病科、
麻醉科、药剂科、输血科、儿内科等科室，
以及贵阳市儿童医院院长邵晓珊带领的儿童
肾病团队共同参与，形成多医院多学科模
式，进行术前讨论，并制定治疗方案，以及
意外和并发症处理预案等。

1月7日晚，OPO团队顺利在安顺当地医
院取得供体的肝和肾器官，团队随即连夜送
往贵医附院。经过评估，两个肾脏可以移
植，而肝脏因质量较差未能利用。

等待肾移植的两位受体均是终末期肾
病，长期靠透析维持生命，换肾是根治的唯

一办法。由于受体均在医院接受规范的透析
治疗，使得相关指标符合肾移植的基本要
求，可随时进行手术。

1月 8日凌晨 2时许，肾移植手术开始顺
利施行，经过团队的通力合作，两例肾移植
于当日清晨 6点多成功结束。不久，两名患
儿的尿量有了，相关指标已逐步恢复正常。

“这是多医院多学科首次牵手协作，为共
同促进贵州儿童器官移植发展提供了新路
径。”贵医附院小儿外科副主任谷化剑说，5
个月的供体和 8岁的受体，是目前贵州年龄
最小的供受体肾移植，再一次刷新了省内器
官移植的年龄分布。

据介绍，贵州以前器官移植流失率高达
30%左右，儿童器官移植的流失率更高。通
过多医院多学科合作，有望减少流失率，创
造更多可能。而且省内人才、技术、设备等
已可满足相关器官移植，患者大可不必“舍
近求远”。只要患者及时尽早做好登记，规范
术前管理，在家门口重获新生指日可待。

另据了解，2020年度，贵医附院已经成
功开展了 40例肝移植手术和 172例肾移植手
术，大器官移植量居全省第一，肾移植手术
量居西南地区第二。不论是移植种类，手术
难度，还是病人年龄跨度，该院的器官移植
团队都处于省内领先地位。

多医院多学科协作

贵州成功施行年龄最小供受体肾移植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国军

本报讯 （李大勇） 3月 3日，思南
县人民医院发布通告：从 2021年 3月 8日
起，凡到该院住院治疗的城镇职工、城
乡居民患者 （有特殊原因的除外），在办
理入院时可暂不交纳住院押金直接办理
入院，入院后在住院期间按医保规定缴
纳相关费用，出院时缴清相关住院费用
后即可办理出院。

思南县人民医院院长邓崇第介绍，
免交住院押金是该院新推出的惠民措
施，真正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出院
时只需结清个人应承担的费用，从而进
一步改善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生 病 住 院 ， 通 常 都 是 要 先 缴 纳 押
金，这也是常说的“门槛费”，即统筹基
金起付标准。从 2017 年 7 月开始，原贵
州省卫生计生委印发了 《贵州省农村贫
困住院患者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工作方
案》，要求全省农村贫困患者县域内住院

“先诊疗，后付费”，入院时不需缴纳押
金，即可住院治疗，减轻患者垫资压力
和精神负担，切实便民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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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国军） 3月 1日，记者在贵州省
医疗保障局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贵州省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21 年）》（以下简称
《贵州省 2021年药品目录》） 于当天起正式实施，按规定
新调入 105种药品，调出29种药品，共计3332个药品。

“贵州省药品目录调整后，结构更加优化，医保资金
使用更加高效，基本医保药品保障能力和水平更高，能更
好地满足广大参保人的基本用药需求，更好地助力解决人
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贵州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陈榆
说，接下来，将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做好原省增补品种
的消化工作，按要求清理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
暂行办法》要求的品种，包括对中药饮片、医疗机构制剂
数据库的清理，具体方案另行下发。

据悉，《贵州省 2021年药品目录》 主要分为 3个部分
（西药部分、中成药部分、协议期内谈判药品部分），3个
部分所列药品为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
准予支付费用的药品。其中西药部分 1503 个，中成药部
分 1608个 （含民族药 93个），协议期内谈判药品部分 221
个 （含西药 162个、中成药 59个），共计 3332个。3个部
分中的西药、中成药分甲乙类管理，其中西药甲类药品
395个，中成药甲类药品 242个，其余为乙类药品；协议
期内谈判药品按照乙类支付。

贵州2021年药品目录
正式实施

本报讯 （记者 杨国军）日前，记者从贵州省医疗保障
局获悉，贵州省2021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截止到3月
底，未如期缴纳个人医保费用的居民过期再缴将影响使用。

据了解，近年来，全省城乡居民每年有超过 7000万
人次的门诊待遇保障，有超过 600 万人次的住院待遇保
障。2021年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启动 80多天，全省就
有超过 3300万人缴费参保，其中有近 75%是自己或家人
通过微信、支付宝以及各家银行的APP成功缴费的。

2021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截止到3月底，这段时
间缴纳的是280元，待遇从今年1月 1日起享受。错过了，再想
参保，就得缴纳830元，还要等待两个月才能享受待遇。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的群众，由于过去登记信息有
误、或者没有过往登记数据、或者登记信息需要变更的，
可直接到当地医保部门办理参保登记。办理参保登记时，
需提供个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受理部门当场办结。办
结后，等待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缴费了。

贵州2021年城乡居民医保
集中征缴3月底结束

本报讯 （徐田） 日前，笔者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获悉，贵医附院贵安医院一期预计今年 7月 1日开业
运营，现各项工作已进入倒计时，各方正通力合作推进
工程进度，确保医院如期建成、如期投运。

据悉，贵安医院目前主体建设已完成 97%，其中行政
楼、门诊楼、住院楼以及医技综合楼主体施工已完成，机电
安装工程、暖通工程、倒班宿舍、能源中心等工程已进入收
尾阶段，消毒供应中心、高压氧科、静配中心建设正如期推
进，信息化系统、医疗设施设备的招采工作已全面展开。

贵安医院是由贵安新区管委会设立、贵州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全面管理的一所公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医院总
体规划建设床位数 3000张，总占地面积 528.5余亩，分两
期完成。一期工程总面积 37.47 万平方米，床位数 1500
张。医院建成运营后将开启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一院
两区”发展新格局。

贵医附院贵安医院
一期建设加快推进

3月 3日，是第 22次全国“爱耳日”，今
年“爱耳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听力健
康 ”。 贵 州 多 地 多 机 构 开 展 了 形 式 多 样 的

“爱耳日”活动。
当日上午，由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

省卫生健康委和贵州省人民医院联合开展的
“爱耳日大型公益活动”在省医举行。除了义
诊、科普外，从 3月 1日至 3月 5日，该院听力中

心还联合贵州省聋病防治联盟各成员单位共
同举办系列活动，包括听力疾病义诊、检查费
用减免、耳聋基因检测赠送、健康科普讲座等。

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该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在门诊大厅组织开展了“爱耳
日”义诊活动，患者可以免费咨询，做耳镜
检测，同时安排了听力保护相关讲座，以及
人工耳蜗调试活动，对先天性听力损失患儿

还有礼品相赠。
作为人工耳蜗植入国家项目定点（培育）

医院，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联
合遵义市残联，共同举行“爱耳日”大型义诊
活动及“遵医附院人工耳蜗康复之家”启动仪
式。专家在现场为市民义诊，还为植入人工耳
蜗的患儿进行了开机。作为人工耳蜗救助项
目，遵义市户籍（或在遵义市领取居住证）0至

6 岁（不超过 7 周岁）的听障儿童，可由家长或
监护人申请免费康复救助。

据了解，我国有 2780 万名听力障碍残
疾人，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听力受损，听力损
失影响全球超过 15 亿人。选择“爱耳日”
在 3月 3日，是因为两个阿拉伯数字 3，很像
人的两只耳朵。人的两只耳朵是接触世界、
感受幸福生活以及支持工作的重要器官。

贵州开展形式多样“爱耳日”活动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国军

3月 3日，“遵医附院人工耳蜗康复之家”揭牌。 吴双双 摄 3月 3日，省医举办“爱耳日”义诊活动。 秦艺兴 摄

本报讯 （徐艳）为加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贵州省将
军山医院于 2020年 7月至 2021年 1月，集聚全省优质师资，
先后组织开展贵州省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技术人员和感染防
控培训、贵州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储备人员实战化培训、贵
州省医院感染管理拟新增人员岗位培训等 16期，共计培训
医务人员 2139 人，确保参训人员达到一定的培训师资能
力，能进行基层培训工作。

近日，省将军山医院对全省 1182名参训代表回单位开
展再培训工作情况进行了回访，其中 846家医疗机构开展
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再培训工作，共培训约 11.2万人次，内
容涵盖新冠肺炎院感防控知识、医院感染防控、手卫生、穿
脱防护用品、消毒技术规范、医院隔离技术规范、医疗机构
如何做好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基层医疗机构医院院
感管理、医务人员职业暴露处置等。全省各医疗机构参训
代表纷纷表示，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操标准带回岗位，与
单位疫情防控工作深入结合，取得了良好的防控效果。

贵州省将军山医院
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