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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了 《国家药监局关于药物临
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检查的公
告 》（ 第 5号 ）（2019年 第 86
号），公告显示：经资料审查和现
场检查，厦门莲花医院具有国家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专
业为老年病科和妇科，证书编号
1065号。
这不仅意味着厦门莲花医院
在科研管理水平和科研型医院建
设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意味
着，未来在该院就诊的老年病和
妇科患者，有望第一时间使用国
内外最新研发的治疗药物和治疗
方案。

化培训，团结协作，学习创新，并
多次进行模拟检查、
自查工作。
经 过 8个 月 的 精 心 准 备 ，
2019年 8月 13日，国家药物临
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专家组一行
RSTUVULWXYZ[ 莅临莲花医院进行资格认定现场
检查，主要针对医院药物临床试
据厦门莲花医院副院长杜洪
验机构、伦理委员会及申报专业
臣介绍，
2018年 12月起，莲花医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资格审查，并
院就成立了专项小组，着手进行
通过现场提问、查看资料、实地考
申报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前
察等形式进行严格考评。
期工作。筹备期间，
医院药物临床
10月 31日，国家药品监督
试验机构、伦理委员会以及妇科、
管理局发布公告确认莲花医院老
老年病科的相关科室人员不断强

\]&S^_`abcde

mnopbcqrst ubcvsl

年病科、妇科两个专业顺利通过
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
定。
“获得认定，是对厦门莲花医
院发展与综合实力的肯定，是荣
耀，
也是挑战。”厦门莲花医院院
长李力表示，下一步，莲花医院将
以此为契机，加强与国内外同行
间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内
外前沿临床研究，提升医院整体
科研水平，增强医院综合医养实
力，从而更好地为百姓健康服务，
助力健康中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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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jkl“海洋中的无声杀手”
—创伤弧菌再度作祟，
——
61岁的
杨女士险些丢了性命。61岁的杨
女士日前捞鱼时不小心被鱼刺刺
伤了手指，
一开始她没在意，没想
到很快就高烧 39℃，右上肢进行
性肿胀、
疼痛。家人将杨女士送到
当地医院治疗，血培养提示她感
染了“创伤弧菌”。因病情严重，
并伴有休克和多脏器衰竭，当地
医院建议杨女士转到厦门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治疗。
第一医院急诊部医生杨宇强
介绍：
“患者（杨女士）的右手中
指被鱼刺刺伤，感染了海洋创伤
救过程虽一波三折，但所幸有惊
弧菌，病情进展很快，出现脓毒
无险，
杨女士的病情逐渐稳定，随
症、
脓毒症性休克、
多器官功能障
后痊愈出院。
碍综合征，
病情非常凶险。有文献
医生介绍，创伤弧菌被称为
报道，海洋创伤弧菌引起的蜂窝
组织炎和脓毒症导致患者死亡率 “海洋中的无声杀手”，是一种栖
息于海洋中的细菌。创伤弧菌脓
高达 50%以上。而且杨女士本身
毒症是由创伤弧菌感染导致的急
就有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
重症，起病急、进展凶猛，救治困
并关闭不全和三尖瓣关闭不全等
难，约 50%—70%的患者在 48
基础疾病，
心脏功能差，这使得她
小时内死于脓毒性休克及多脏器
的病情更加复杂，救治起来非常
功能衰竭。人们常因生食带菌海
困难。”
产品和肢体破损创口接触带菌海
经过多学科会诊后，医生将
水等而感染发病。近年来，
创口感
杨女士收入急诊重症监护室进行
染创伤弧菌的病例明显增多。易
严密监护，
并展开一系列抢救。抢

厦门 莲花 医 院 成 立 于 1999
年 3月，走过 20年的发展历程，
已蜕变为三级综合医院，同时也
是集 医疗 、教 学、科 研、预 防 、康
复、养老于一体的医疗养老机构，
曾先后获全国爱婴医院、母婴友
好医院、全国健康促进试点医院、
全国诚信示范医院、艾力彼五星
认证、福建省职业健康体检定点
医院、厦门市最有人情味医院等
荣誉，连续五年进入非公医院百
强。
此次通过国家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资格认定的老年病科、妇科
两个专业均有强大的专科实力支
撑。其中，妇产科是该院规模较
大、技术力量雄厚、学科发展领先
的重点专科，出生量常年居厦门
市前列。科室现有医护人员 178
人，其中，中高级职称医师 50余
人。不仅拥有一支学术水平高、
临
床经验丰富、治学严谨的妇科专
家团队，同时也是一支具有凝聚
力、执行力和战斗力的产科团队，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20

年来，已有 12.
7万名宝宝在这里
平安诞生。为了更好地应对险情，
科室每月组织针对产后出血、羊
水栓塞、脐带脱垂、新生儿复苏等
急症的急救演练。
今年 7月，国家发改委、民政
部办公厅、国家卫健委联合发文，
公布第一批普惠养老重点参与企
业，
厦门莲花医养集团入选。楼下
医院，楼上养老院，就是莲花医养
集团颇具特色的医养结合模式，
为长者提供“医疗、
养老、护理、康
复、社工”五位一体的全面服务，
并致力于打造居家养老、日间照
料、机构养老 9073医养综合体，
已连续 3年入选全国医养结合机
构 100强前 10位。
老年病科正是依托这一医养
结合模式发展的重要科室，科室
以神经系统、呼吸、心血管、消化、
内分泌等疾病的临床诊断治疗为
主，能系统地进行老年常见病、多
发病诊治，对老人急危重病的救
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致力于为
高龄患者提供以医疗、康复为核
心的全方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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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群包括肝硬化、酒精性肝病
等慢性肝病患者，长期嗜酒、贫
血、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
杨宇强提醒，被牡蛎、贝类、
鱼刺等海鲜刺伤后，要及时清洗
伤口；牡蛎等贝类要尽量煮熟方
可进食，免疫力低下者应避免生
食贝类海鲜；
处理海鲜时，要避免
被生的海产品或海水污染、海鲜
食品烹调后要及时食用；身体有
伤口者或刚文身不久者，应避免
下海游泳。若被贝类、
鱼刺等刺伤
后出现肢体肿胀严重、发热等症
状，
要及时就医。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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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有些肾结石患者担心
钙吸收多了会导致肾结石复发，
为此，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限钙。
市民杨先生就是如此，可没想
到，限钙却成了他肾结石复发的
病因。医生提醒，预防结石别搞
错了方向，限制草酸吸收才是避
免草酸钙结石复发的关键。
60多岁的杨先生患有肾结
石，去年他听说钙吸收多了会加
快结石生长，于是不仅自行停服
医生开的治疗骨质疏松的钙片，
还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限钙，不吃
虾皮、牛奶、豆腐等富含钙的食
物。
可是，前不久体检时，杨先
生却发现自己双肾新长了大小
不等的三颗结石，最大的约 3毫
米。与此同时，
由于长期限钙，
他
还出现了腰背酸痛和晚上腿抽
筋等重度骨质疏松症状。
限钙后结石为何会复发？通
过相关的检查，前埔医院外科泌
尿专业医师吴忠儒发现，杨先生
尿液中草酸含量超高，排除遗传
因素后，确诊其结石复发与长期
低钙饮食有关。

随后，杨先生在吴忠儒指导
下适当补钙和改善饮食，并通过
用药结合运动，促进肾结石顺利
排出。
“由于日常饮食中蔬菜占比
较大，患者的结石大多为草酸钙
结石。因此，
预防结石，
不能搞错
了方向，
限草酸才是重点。”吴忠
儒介绍，日常饮食中的菠菜、豆
类、竹笋等均含有较高的草酸，
当这些食物中的草酸被吸收后，
会与肾脏中的钙结合，形成难以
溶解的草酸钙，久而久之沉积在
肾脏中就会形成肾结石。适当补
钙，除了部分钙被吸收进入血液
循环，其他的钙会与肠道中的草
酸结合成草酸钙随粪便排出体
外，
反而有助于减少结石形成。
吴忠儒提醒，预防结石，日
常要少吃高盐食物，多吃柠檬、
橘子等富含枸橼酸的食物，进食
菠菜、竹笋等草酸高的蔬菜时，
最好先用沸水焯烫，去掉部分草
酸。“平时，注意多饮白开水冲
刷泌尿系统，提高其自洁能力；
晚餐别吃太晚，以免错过排钙高
峰，导致尿液中大量钙沉积形成
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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