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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 12 月中旬开始，余杭区出现了一波流感的小高峰，根据区疾控中
心监测显示，今年的流感病毒以乙型为主，低年龄段的儿童是乙型流感最主要
的感染对象，在孩子相对较多的幼儿园、小学里出现聚集性流感病例的比例也
就增多了不少，估计有不少家长都因为孩子得了流感而给孩子请假在家休息。
病毒无处不在，要保持健康不生病虽然很难，但是“早发现、早报告、早治
疗”却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这款余杭区疾控中心独立研发的“学校症状监测系
统”
。
应对这波来势汹汹的流感，该系统所覆盖的 24 所监测学校中，有 18 所学
校发布了 61 条发热伴呼吸道症状预警信息。收到预警后，通过属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干预，绝大部分学校流感病例聚集性疫情得以避免，其他学校也均
通过早期控制得到了有效干预，
保证了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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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涛 骆烨 记者 沈雯
“学校症状监测系统”
手机端登录界面

监测系统可以选择
相关症状，简便易操作

班级因病请假情
况一目了然

突破学校传染病疫情管理瓶颈

余杭疾控首创软件监测校园传染病
这款新鲜的软件到底是什么？
“学校症状监测系统”的运行原理，就是
根据学生出现的患病症状来早期发布预警
信息给相关医疗卫生机构，以达到“早发现、
早预防”
的目的。
它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症状监
测、另一个是快。
疾病监测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基本
的职能，传统意义上的监测工作一般是由医
院诊断后将病情上报，是以诊断为基础的疾
病监测，较难实现对疫情的早期发现和早期
预警。而这套症状监测系统，将监测起点从
疾病诊断提前到了症状出现，小孩子刚出现
症状就已经被纳入监测。根据收集到的症
状来判断和评估可能出现的疫情，跨过了就
医、诊断等等待步骤，可以将预警时间提早
至少三天。
举个例子，孩子生病了，第一天可能出
现了少量轻微的症状，比如说流鼻涕、咳嗽
等，这个时候家长一般都会根据经验采取相
应措施，吃药、保暖之类的，不会特地请假；
到了第二天，病情逐渐加重了，发烧了，看着
孩子难受家长也特别紧张，请假带孩子上医
院看病，医生说孩子确诊为得了 XX 病，建议
在家或者住院休息治疗；第三天，家长把情
况告诉老师，老师反馈给校医、校医反馈给
医疗机构，完成一系列的上报动作。这样从
孩子出现感染症状到确诊，至少已经过去了
三天。这三天对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其实
是相当宝贵的。
症状监测，顾名思义，就是对症状进
行监测。老师、校医和家长，在孩子感到
不舒服的当天，就可以通过手机端或电脑

子送去学校，结果被同班同学传染了、生
病了、请假了，又伤身体又耽误课程还费
钱费力。有了这个监测系统，这样的风险
可大大减少。

小小软件功能强大
过去一年表现不俗

区疾控中心进校园开展预防传染病科普活动
端，通过点击选择孩子所出现的症状，即
完成上报工作。区疾控中心的后台如果一
天内在同一所学校监测到多例相似症状，
就会自动产生一条预警信息，告知属地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就会派专业人员联
系校医，开展疾病干预工作，节省至少 3

天时间。
症状监测没有专业知识壁垒，系统选
项里的“发热”“咳嗽/咽痛/流涕”“恶心/
呕吐/腹泻”“腮腺肿大”“红眼”等症状，
即使是没有医学常识的人也可以通过孩子
的情况进行选择，疾控专业人员会通过症

状内容，预判断可能出现的传染病，再对
症下药开展早期处置和干预，隔离、消
毒、健康教育等措施提前做，将原本可能
出现的暴发疫情遏制在萌芽期，使大量的
学生受到了保护。
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把孩

在 2017 年的试运行阶段，这款监测系
统 覆 盖 了 余 杭 区 20 个 街 道 的 24 所 学 校、
466 个班级、16246 名学生。去年一年的运
行，共产生症状卡片 4257 张，系统自动探
测产生预警 155 条，区疾控和辖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对 155 次预警均进行了核实和
早期干预，成功避免了传染病疫情的爆发。
该系统操作方便，可以配合学校每日
的晨检使用，利用互联网云技术、有手机
端和 PC 端两个端口可供使用，不需要填
写，点击选择所出现症状就能完成上报，
最大化削弱操作难度。另外它也有一定的
健康教育功能，比如在家长自助请假模块
里，家长在给孩子请假的同时可以获取相
关健康科普知识，及时掌握防病技能。
现在，学校卫生已经逐渐形成了网格
化管理模式，从幼儿园到高中，每一块工
作网格里都有疾控中心监测和健康教育的
工作内容。在未来的工作中，区疾控中心
也希望在以“学校”为中心点的学校传染
病防控工作中，实现学生、家长、学校、
疾控、医院、社区联防联控的理想状态，
更加细化地做好学校卫生工作，保障孩子
健康地学习生活。

■医路公益
区一院：

1 月 3 日下午，2018 年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卫生计生
委副主任王贺胜在会上宣读 2015-2017 年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通报表扬文件，对
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进行通报表彰，浙江省仅有两家医院荣获“构建和谐关系”优
质医疗服务示范医院称号，分别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杭州市余杭区第五
人民医院。区五院也成为全省唯一获得该奖项的基层医院，这也是区五院医患友好
度工作开展三年来得到的最高褒奖。

1 月 15 日上午 9：45，儿科主任
医师毛月燕开展关节小儿腹泻的
健康讲座，地点：区一院 1 号楼门诊
大厅健康讲堂。
1 月 18 日上午 9：45，肾内科主
治医师胡甲丰开展关于社区常见
肾脏病的健康讲座，地点：区一院 1
号楼门诊大厅健康讲堂。

通讯员 赵玲 王海燕 记者 沈雯

打造温暖医院
我们是认真的

区三院：

1 月 15 日下午 13:00-15:00，在
亲亲家园社区广场开展义诊活动。

区中医院：

区五院医患友好项目受国家卫生计生委表彰
细节改变体验 让就医有温度

关爱融入工作 让员工有归属
为员工创造更智能的工作环境，搭
建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提供八小时之
外的心灵家园。五院的“员工友好”也是
着重在一个“有温度”上面。关爱员工
“十个一”工程，除了生日、结婚祝福，医

院里还给员工分发观影券，让员工能多
陪伴家人。培养员工的兴趣爱好，开设
篮球、舞蹈、摄影、绘画等七个兴趣班，聘
请专业老师进行授课，员工免费参加。
2017 年，区五院第一届“员工子女夏令
营”正式开班，三十多个小朋友在志愿老
师的带领下学习了心肺复苏操作、消防
逃生知识、正确的七步法洗手、正确的刷
牙步骤，参观手术室，在志愿者姐姐的帮
助下学习叠千纸鹤送给住院患者等等。
医院还为孩子们录制了微视频，说出了
对爸爸妈妈的心里话。看到孩子们在夏
令营的精彩表现，员工们除了欣慰，更多
的是感谢。
为了给员工营造更加智能和便捷的
工作环境，护士使用移动护理站，输液监
控 系 统 。 医 生 使 用 点 点 医 生 、医 田 园
APP 进行移动办公。互联网+中医助推
优质中医资源的全方位覆盖；桌面管理
软件、康复评估治疗管理软件等一系列
信息化系统的上线，让诊疗更加信息化，
网络安全性更高。

医患友好，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2015 年 9 月，杭州市副市长陈红英
曾作出批示：“余杭区唯一‘医患友好
度’基层医院多措并举营造和谐医患关
系，请市卫计委及时总结各地经验和做
好推广”。2017 年 1 月，在国家卫计委进
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典型经验交
流会中，区五院与北京协和等大医院同
台分享经验，也成为交流医院中唯一的
县区级医院，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局
长张宗久对医院相关工作予以高度肯
定。
医患友好度工作是一项持续性的工
程，阶段性的荣誉只是一个催化剂，促
使医院向着更高的目标奋力前进。区五
院院长王泽军表示：“医患友好度”提
倡的是理念，传播的是文化，扩大的是
品牌。医患友好度建设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只有追求，没有止境；只有更
好，没有最好。

区五院：

1 月 20 日上午 9：00，区妇保院
黄亚丽医师，为孕妇及家属开展孕
早期保健知识讲座，地点：五院门
急诊 6 楼会议室。

区良渚医院：

1 月 15 日上午 8:00，在万年桥
社区开展义诊活动。

﹃健康余杭﹄官方微信
更多义诊资讯请关注

2015 年，区五院先后被确认为“全
国唯一的基层医院医患友好度建设试点
单位”和“全国基层医院医患友好度示
范基地”，迈出了探索医患友好之路的
第一步。医院立足于患者需求，从线上
线下，院前院后开始转变服务模式。推
出 9 种预约方式 5 种结算方式，大大减
少了患者的等待时间；重建官网、微
信，方便群众查询就医信息；提供多种
医疗提醒服务，当好患者就医助手；从
细节着手改善服务，以舒适化为重点改
善患者就医体验，比如，在放射科推出
了“提速提质”的改进流程项目；B 超
室冬天 B 超检查前将耦合剂加热；西药
房为老年患者设计了一系列形象的标
签，方便老年人服药；顺应季节提供免
费养生茶；住院部为患者送生日长寿面
和贺卡等等，医院尽可能地满足患者便
捷就医、安全就医、有效就医、明白就
医和人性化就医的需求。

徐阿姨 2014 年时成为区五院的一名
志愿者，穿上了红背心，一干就是三年
多。徐阿姨说，以前没做志愿者的时
候，小病小痛都会跑到五院来看。当自
己成为志愿者，慢慢融入到这个大家庭
之后，就更加喜欢这里的医生护士，也
更能理解医护人员的不容易了。这几
年，看着医院里来来往往的患者，听到
他们对五院的肯定，她也是打心底里感
到高兴。
的确，虽然“老百姓身边的医院”这
一形象已经受到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但
五院还是坚持用实际行动为自己贴上了
一个全新的标签：
“一家有温度的医院”。

阳光五院医路公益专家团义诊

1 月 19 日下午，区中医院副主
任护师白玉芬前往临平东湖路红
十字会备灾仓库开展现场急救知
识培训。
1 月 21 日上午，区中医院前往
塘栖镇朱家角社区开展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