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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王葳）

儿童肿瘤是儿童死亡的第二大死

因，仅次于意外伤害，但只要经过规范

诊疗，愈后效果一般优于成人。 医院如

何解决一床难求的困境？ 昨日上午，中

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五医院

（ 以下简称广医五院）

儿童

肿瘤合作病区正式揭牌，设 30 张床位，

用于收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需要

“等床”和广医五院接诊的肿瘤患儿。

可直接在广医五院挂号收治

广医五院院长周新科介绍， 目前

国内能够开展独立儿童肿瘤诊疗的科

室还是少数， 成立合作病区可以“发

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在儿童肿瘤

上的诊疗技术优势和广医五院的服务

优势， 为更多的患儿提供更好的诊疗

服务”。

广医五院儿科主任邓长柏告诉记

者，目前儿童肿瘤合作病区共设置了 30

张床位、4 张层流床，将为患儿提供一站

式诊疗服务，周边地区患儿也可直接到

院挂号儿科就诊收治，同时将接收中山

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没有空间收容的患

儿。 合作病区在试运营阶段已经有 26

名患儿入住。

记了解到，这是泛中南地区肿瘤专

科联盟首个共建肿瘤合作病区项目。

中肿专家常驻保障诊疗质量

邓长柏介绍，常见的儿童肿瘤类别

为儿童白血病、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

肝母细胞瘤等，与成人肿瘤相比在诊疗

上有较大不同。“儿童肿瘤只要经过规

范诊疗，愈后情况相对会好很多，但其

复杂点在于要更多考虑毒性反应、远期

身体发育和往后的生活质量。 ”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儿童肿瘤

科主任张翼鷟

（ 音同“ 卓”）

也表示，对患

儿提供规范化、全过程的治疗对于提高

治愈率有着关键性意义。 张翼鷟介绍，

自合作病区筹建以来，来自广医五院的

两名医生和 4 名护士已经在中大肿瘤

防治中心接受系统培训。 合作病区将由

来自中大肿瘤防治中心的专家担任主

任和护士长，并长期派驻高年资医生专

业查房，广医五院设执行主任和执行护

士长，保障诊疗质量。

此次合作还将通过信息化建设开

展远程查房。 记者了解到，中大肿瘤防

治中心的专家可以通过手机 App 对合

作病区患者的电子病历、检验、检查、治

疗等信息进行查阅，实现医联体内诊疗

信息互联互通。 同时，通过成立合作病

区， 两家医院的检验检查结果得到互

认，避免重复检查，为患者减轻经济负

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谭苏铭）

昨日，“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

代” 广州共青团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青春故事会在广州国际媒体港举行。 青

春故事会旨在用青年人喜爱的方式，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大会上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的六

点要求，将故事会分为“理想·爱国”“担

当·奋斗”“本领·修为”三大篇章以及尾

篇“青春·传承”，将勇敢追梦、积极向上

的广州青年集体群像展现在舞台上。 活

动由市委宣传部、团广州市委、广州日

报社、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州市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

现场，团省委党组成员、副书记唐

锐为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

干部、百佳团支部书记、五四红旗团委

标兵、五四红旗团委、五四红旗团支部

颁发证书。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永

为广州市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

部、 优秀共青团干部———驻村干部专

项、五四红旗团委、五四红旗团

（ 总）

支

部颁发证书。

在青春故事会“理想·爱国”部分，

地铁检修员、歌剧创作者、法医、创业

者、扶贫干部、空姐等各行各业的青年

代表汇聚在舞台，讲述了属于自己的青

春故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韩文青 潘辉）

昨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与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

《技术协作框架协议》， 开展 5G 通信技

术远程医疗， 钟南山院士通过 5G 技术

实时直播查房示教全过程，并对贵州毕

节当地的疑难患者进行了远程会诊。

“5G 网络彻底打破时空的壁垒。 来

自高水平医院的专家犹如亲临手术室

般参与到手术中，使我们开展高难度手

术时更从容。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医生表示，当地医疗团队为患者实施腔

镜手术时，广医一院院长何建行、腹部

外科专家刘衍民教授、李君教授组成外

科团队， 通过远程直播对手术进行指

导，使手术顺利完成。 随后，钟南山院士

直播查房示教全过程，并对当地的疑难

患者进行了远程会诊。

何建行介绍，20 世纪 60 年代，广医

一院泌尿外科吴开俊教授组建了一支

医疗小组，在贵州黔东南的山区开展医

疗援助。 近年来，该院的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呼吸科、胸外科、泌尿外科、重症医

学科，以及该院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等都与贵州省各医院建立起了广泛的

交流合作。 他表示，此次通过远程查房

和带教，这种创新性、开拓性的教学模

式， 极大满足临床医师培养的需求，使

更多老百姓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信息时报讯（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赵雪峰）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河长

制办公室获悉， 为了打好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 确保 9 大流域 13 个国

考、 省考断面水质治理成效，5 月 1

日起， 市河长办牵头利用工作日 8

小时以外、夜间、周末及节假日等时

段， 对考核断面流域内污染源采取

突击检查行动。

此项工作由市河长办牵头，查

控范围内以每个村

（ 居）

、网格为单

元开展污染源查控工作， 重点巡查

“散乱污”场所、垃圾黑点、涉水违法

建筑、小微黑臭水体、禽畜养殖场、

违法排水户、村级工业园等污染源。

据了解，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完

成了白云区村级工业园排查整治工

作，共排查“村级工业园”1348 个，

排查园内工业企业 6000 多家，发现

有生产废水的“散乱污” 工业企业

71 家。 白云区政府立即对所有涉水

“散乱污”工业企业实施停产。“散乱

污”工业企业数量和占比较低，说明

前期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按照《广州市 2019 年强化“散

乱污” 场所清理整治工作要点》，6

月底前全市“散乱污”场所“关停取

缔一批”“升级改造一批” 工作基本

完成，“整合搬迁一批” 工作年底前

将取得阶段性进展。

儿童肿瘤床位难求？ 来这里试试

广医五院联合中大肿瘤防治中心设立儿童肿瘤合作病区，新增30张床位

“八小时之外”

突击查控水污染

广州举行共青团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青春故事会

贵州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5G通信技术

实时直播广州院士远程查房、会诊全过程

相关链接

5G 通信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逐步为基层医院和患者带来实打实的

福音。 据记者统计，广东省目前开展 5G

技术用于医疗实践的医院包括广东省

人民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实现了远程手术示教、远程

手术指导、远程超声诊断、远程查房示

教和远程会诊。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曹杰指

出，5G 通信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发展，还

可运用在远程急救、院前急救、现场抢

救和进行应急检查和紧急判、指导。 通

过 5G 高速低时延网络，可全方面、分阶

段开展高清诊断、高清示教以及远程手

术，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将不受空间的限

制， 从而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共

惠。

5G已实现多种远程医疗手段

案例

4 月 1 日上午，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完成了全省首次端到端双向 5G+4K 远程

手术直播，让远在 200 公里外的基层医生看到了一台实时的胸廓畸形手术“示教大

片”和骨盆手术远程指导。

4 月 3 日上午，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微创学科带头人郭惠明教授通过 5G 传输

直播的实时指导，同时展现由 AI 辅助诊疗系统形成的患者胸腔 3D 模型，帮助高

州市人民医院完成一台微创心脏手术。

5 月 6 日上午，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越秀主院区，一台搭载了广州联通 5G

网络传输的 AI 超声机械臂和 4K 摄像头，在该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胡志文的

操纵下，完成了对南沙院区患者的腹部表面进行超声扫查，成为全省首例 5G 远程

超声诊断。

5 月 15 日上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何建行团队指导毕节市第一

人民医院实施腔镜手术，钟南山院士通过 5G 技术实时直播查房示教全过程，并对

毕节当地的疑难患者进行了远程会诊。

昨 日 ， 广

州共青团纪念

五四运动

100

周年青春故事

会在广州国际

媒体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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