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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好医生】

【新闻特写】

编者按：患了疑难杂症，是否一定要舍近求远到上海、北京、南京的大医院治疗？答案肯定为“否”。而拉直这个问号的底气，就来自于一年来，市人民医院、中医院遵
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启东市名医工作室建设方案》，在全市率先迈出的“建立名医工作室”创举。

实践证明，借助于以上海及长三角大医院专家教授为主要合作方的名医工作室，既可更好满足全市民众对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又可不断提升本市医院学科
水平、医疗技术，有效增强核心竞争力，还可帮助百姓就近诊疗、降低费用、减轻负担、早日康复。正因如此，市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名医工作室（团队）一经创建，就受到广
大患者普遍欢迎，并取得明显的医疗和社会综合效益。本报刊发两院创新建立名医工作室（团队）的实践及所取得的初步成效，以飨读者。

2021年，市人民医院将创建上海
名医工作室（团队），作为提升学科能
力、提高诊疗水平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抓手，先后成功创建了12个上海
名医工作室（团队），让数千上万疑难杂
症患者不出启东就得到权威诊疗，并解
除病痛，实现康复。

邀来上海名医，解除乡亲病痛。这一
年里，来自上海的骨科教授张海龙、马春
辉参与承担医院骨科脊柱及关节手术的
指导。其中由两教授亲自完成的脊柱、关
节和椎体成形手术总计达到318例，且

均为难度较高的四级或微创手术；医院
普外科请来的施乐华教授参加院内会诊
80余次，参与手术20余台；来自上海长
征医院的张玉强教授，对各种复杂疑难
血管通路的建立和修复，具有独到的经
验，5个月内来启5次，成功手术9例；上
海东方医院朱峰教授，主持指导或亲自
主刀消化内镜中心ERCP手术 26例，主
持疑难病例会诊50余例；医院影像科邀
请上海仁济医院许建荣教授担任特聘顾
问，会诊疑难病例12例；医院内分泌科
与上海第一医院成立名医工作室团队，

专家先后来院20多次，完成预约门诊
115例；医院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彩超专家组成名医团队，诊疗病人298
例，其中实施恶性肿瘤手术8例。

名医名家进医院，除了造福疑难杂
症患者，减轻病痛、精准诊疗、及时康
复、减少费用，还不断通过联合开展疑
难病例会诊、开设专家业务讲座、实施
面对面技术指导等，全面提升了市人民
医院的科室管理、学专科建设和诊疗水
平。2021年，在上海专家张海龙、马春
辉的指导下，医院骨科自主完成了2例

膝关节置换手术，填补了骨科重点技术
项目空白；在心血管专家张玉强的指导
下，医院成功完成了首例肾穿刺活检
术。医院联手上海交通大学实施的两项
课题研究，一项获得上海市卫健委重大
临床研究项目立项，另一项获评南通市
优秀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三等奖。医院心
血管内科在上海十院李伟明教授指导
下，标准版胸痛中心的建设卓有成效；
医院胸外科通过与上海胸科医院合作，
肺部肿瘤诊治及手术质量实现质的飞
跃。 （龚海燕）

对接沪上 各路名家送医来
市人民医院创建12个上海名医工作室（团队）

1月8日，市中医院九楼小会议室
里，一个简短而又隆重的“签约揭牌仪
式正在举行——“肖湘生教授名医工作
室”落户我市。

肖湘生教授从医50多年，在业界
拥有“神眼”之美誉。“肖教授的加盟填
补了我市医学影像权威专家的空白，这
将带动中医院医学影像科的整体诊疗
水平，造福启东百姓。”签约仪式上，市
卫健委副主任林思敏如是评价。

一年来，市中医院高扬“提高核心
竞争力”旗帜，以外聘专家“必须为副主

任医师以上、在本学科领域内公认度较
高，对该学科发展有较大影响和贡献的
专业人才”为前置条件，以创建“名医工
作室”，着力打造医院标志性重点技术
项目，推动各专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并造福广大患者。目前，医院已建立了6
个“长三角名医工作室”，着重开展的新
技术、新项目有10余项。

这些项目包括：泌尿外科经皮肾镜
下钛激光碎石技术、腹腔镜下前列腺癌
根治术、腹腔镜下肾癌根治术；耳鼻咽喉
科中耳乳突开放术、腮腺肿瘤切除术、腺

样体射频消融术、显微镜下鼓室成形术、
腮腺肿瘤切除术；疼痛科植物神经丛回
损术；骨科胸腰椎骨折闭合复位经皮椎
弓根钉内固定术、颈前路髓核摘除椎间
融合嚣内固定术、改良腰椎TLIF减压植
骨融合椎弓根钉内固定术等。

名家进医院，患者最欢喜。2021
年，一个个专家基于“名医工作室”不断
前来市中医院坐诊或病房手术。许云飞
团队隔周六上午来院泌尿外科服务，完
成诊疗120人次，开展手术50例；陈凯
团队每周六上午来院骨科服务，完成诊

疗135人次，开展手术30例；范静平主
任每周三上午来院耳鼻咽喉科服务，完
成诊疗260人次，开展手术140例；汤光
宇团队隔周六上午来院医学影像科解
读影像片子，服务患者达300余人次。

建立“名医工作室”，医院学科建设、
科研水平、人才建设如虎添翼。一年来，在
外聘学科带头人团队的指导帮扶下，全院
整体医疗水平实现“更上一层楼”。在学术
研究上，完成了1个省重点专科复审和1
个合作科研项目课题，成功开办了5个南
通市继续教育学习班。 （王海燕）

引进名医 技术项目更过硬
市中医院借力名家提高核心竞争力

1月9日上午10点05分，市第五人
民医院的一条号令引燃全院。连日来，国
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部分地区压
力巨大。院领导号召大家随时准备参与
防控支援，请有意者自愿签订请愿书，截
止时间为当日16点30分。

一声号令，百响回应，如同得令的将
士，宝剑早已出鞘。很快，院办公室人来
人往，请愿书成了同志们争来抢去的“香
饽饽”。签名、摁手印，摁手印、签名……
不到半小时，签满了整张请愿书，摁上了
满纸红手印。

签名或深或浅、或大或小。有略带潦
草的，透露出执笔疾书的痕迹；有力透纸
背的，显示出非我不可的决心……不同
的签名下面无一例外都有一个专属红手
印，每一个红手印都有一个“非去不可”
的理由。

“我去过扬州，有经验，我去。”内科

护士黄伟娟率先报了名。非同寻常的援
扬核酸采样，留下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人
生感悟。“援扬”无疑成为了她记忆中最
难忘的情感符号。如今，面对新的疫情，
她怎么能置身事外？

“我是退役军人，理应冲锋在
前。”作为有着35年党龄的麻醉科主
任彭锡林，骨子里镌刻着担当，没有
什么多余的话语，他用力摁下了红手
印。他要用实际行动展现“退伍不褪
色”的军人风姿。

“我年轻，抵抗力好，应该我去。”外
科小护士秦嘉蔚挤在人群中说。坚定的
话语展现着九零后的担当，她要用自己
的行动证明，他们已是当之无愧的“责任
担当”。

“马上退休了，让我潇洒一回。”外科
医生季锦飞快速地签了自己的名字。没
有犹豫不前，没有豪言壮语，他要用实际
行动践行“白衣天使”的神圣使命，以身
作则诠释了老同志的带头作用。

“我可以的。”柔柔弱弱是我们对她
外表的解读，外柔内刚才是她真正的内
涵。简短的四个字道出了供应室护士陆
春香钢铁般坚定的援助之心。

请愿截止时间已到。短短几个小

时，五院共有68人在请愿书上签下了
自己的名字，摁下了炽热的红手印。满
满两张红汇聚成简短而有力的三个字:

“我愿意！”
（朱红）

精神科医生，一个颇为神秘的职业
群体。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市第三人民医
院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师苏卫东
一干就是38年，他用真诚敲开患者“心
灵壁垒”，用耐心拯救千百病患家庭。他
的付出，虽然有痛，却乐在其中。

深冬，每一个清晨，刺骨的寒风吹
在脸上都会像刀割一样难受。59岁的苏
卫东依然像往常一样，裹上厚厚的羽绒
服，奔到离市区8公里外的工作地——
位于永阳集镇的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卫

生中心。
作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的主任医

师，苏卫东从业已整整38年，无论寒冬
酷暑，他一般总会最早出现在工作岗位。
到了节假日，他更是早早地进入病房，微
笑着给各位病患送上过节的祝福，说上
几句贴心的祝福话，尽可能的让这些病
患也能够感受到过节的温暖。

提起精神病人，大家总会联想到蓬
头垢面、衣衫破旧、龇牙咧嘴、行为怪异
…… 由于疾病的特殊性，很多精神病人

缺少和正常人的交流沟通，常常感到孤
独，每遇逢年过节，这些病人就会比往日
更需要医务人员的关爱和呵护。作为精
神科的资深专家，苏卫东非常清楚这一
点，所以每当节日来临，他就会变得格外

“啰嗦”,脸带微笑耐心地和病人交流着，
嘘寒问暖。整个精神科180多个病人，所
有人的情况苏主任都了然于心，交流沟
通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正因他从心底里
把这些病人当成了亲人，苏卫东也就成
为了不少患者口中的“阿哥”。“叫我‘阿
哥’心里甜啊，说明病患离稳定康复更近
了一步。”每当听到这样的称呼，苏卫东
总是满脸笑容地回应。

“谢谢苏主任，好在有你。”年复一
年，不知多少次，有多少病患家属由衷感
慨。前些年的一个春节，查房结束，临近
中午，苏卫东回到门诊发现一位病患家
属在诊室等了他许久，见到苏卫东，他赶
紧上前，紧紧握着苏卫东的手，哽咽着连
声道谢。

原来他的妻子因为长期一人在家，
不好好规律服药，春节前几天，病情复
发。邻居通知其丈夫从外地匆匆赶回家
时已是夜幕时分，他发现家门大开，银行
卡、身份证随意丢在餐桌上，妻子已不知
去向。想到妻子发病后可能发生的后果，

丈夫急得哭了起来。情急之下，他拨打了
苏卫东电话。“病家有难，我得伸手。”放
下手机，苏卫东马上赶到现场和家属一
起分析患者可能的去向，后在警力协助
下终于找到了整夜宿在殡仪馆里且手举
菜刀、瑟瑟发抖的患者。将其安顿到医院
后，苏卫东对症下药，不久，终于控制住了
病情，患者丈夫如释重负，特意赶在大年
初一来给苏主任拜年，表达感激之情。

把病患当亲人，强烈的使命感让苏
卫东乐在敬业奉献中。他常常打趣着描
述自己的工作时间：“我的工作时间是5
加2，白加黑，有问题随时可以打我电话，
永不关机。”他总是如家人一样给病人带
去温暖，给他们做心理疏导，为病人健康
保驾护航。

从医38年，变动的是病患及其患者
向好的病情，不变的是苏卫东始终秉持
的职业观：“挽救一个病人等于挽救一个
家庭，挽救一个家庭，就是维护社会平安
稳定。”每当病人病情向好，家属如释重
负，抑或是经他治愈如正常人一样参加
高考、就业、结婚、生子，这些对他来讲就
是莫大的欣慰。

（陈杰）

苏卫东：用真诚敲开患者“心灵壁垒”

满纸红手印满纸红手印 铿锵请愿人铿锵请愿人

苏卫东苏卫东（（右右））与患者亲切与患者亲切““交心交心””

人民医院：荣获“2021年度
肿瘤随访登记项目杰出贡献奖”

日前，国家癌症中心举办“2021年中国肿瘤早诊早
治与规范化诊疗大会”，会上，市人民医院以卓越的成绩
荣获该中心授予的“2021年度肿瘤随访登记项目杰出
贡献奖”。此奖项是县(市)级登记处在全国肿瘤随访登
记项目评比中的最高奖项，全国仅38家单位获此殊荣。
这标志着医院肿瘤登记工作在全国继续处于领先地位。

我市为全国最早开展癌症登记的地区。自1972年
起，就开展了全市恶性肿瘤发病死亡登记工作。亦为国
内最早将癌症发病登记资料收录入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和国际癌症登记协会编撰的《五大洲癌症发病率》的
3个地区之一。曾获授“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示范基地”
称号，启东癌症登记工作的成熟方法和经验在国内得到
推广。 （朱健）

第一医疗集团：会计核算中
心当好“内当家”

第一医疗集团会计核算中心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
当好各成员单位“内当家”。

完善制度。以“A、B角”、“首接负责制”、“票据点
评”和“初审、复审、总审”等制度不断提升核算质量，实
现了成员单位资源集约化及同质化管理。今年，还着重
解决了“先诊疗后付费”办法的挑战，实现了“账账”与

“账实”相符。强化监督。对成员单位实施“收入一个漏
斗，支出一个口子”，辅之专项检查、审计、审核等，实现
会计监督“关口前移”，促进各成员单位廉洁高效运行。
与时俱进。我市是居民医保总额预付制度试点地区。中
心克服诸多困难，重新为各单位“居民医保”设立往来明
细账，并制订简要操作方法，方便了后期医保数据统计，
也为主管部门提供了翔实的数据依据。 （濮春燕）

第二医疗集团：召开2022
年度第一次理事会

1月6日下午，市第二医疗集团召开2022年度第一
次理事会，总结上年工作，确立今年目标。

会上，集团6家成员单位分别从党史教育、疫情防
控、医疗质量、核心指标、医改进展等8个方面，汇报了
上年度工作成效和2022年度工作思路。副理事长围绕

“九合一”工作目标进行工作汇报，重点介绍白衣天使宣
讲、集团人才池运行、共享中心推进、名医工作室创建、
老年友善医院评审、基础设施建设等集团亮点工程。

理事长韩雪华对新一年工作提出目标要求，第二
医疗集团要继续充分发挥理事会的职能作用，推进医
改工作向纵深发展，把启东医改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施月乔）

第二人民医院：开展第四季
度“阳光扶贫”走访活动

日前，市第二人民医院抽调19名结对帮扶责任人，
前往吕四港镇西宁村开展“阳光扶贫”走访慰问活动。

“大伯大妈，我们又来看你们了，最近怎么样啊？有
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吗？”医院爱心志愿者们带着米、
油、红枣等慰问品走进一个个农户家中，送上党的关怀
与温暖。

见到二院医生再次上门，慰问对象们连忙拉着医生
们的手连声道谢。志愿者们详细询问结对对象的健康近
况、经济现状及最新诉求等，并叮嘱他们，临近年关，新
冠疫情较为活跃，出门时一定要注意个人防护，带好口
罩，欢度新春佳节。

（顾天博）

惠萍镇卫生院：开展院感防
控督查

1月3日~6日，惠萍镇卫生院院感防控督查小组由
院分管领导带队，前往辖区内14个村卫生服务站进行
督导检查。

此次督导采取现场查看、调阅相关记录和资料、现
场提问的方式，对预检分诊、个人防护、应急处置流程的
培训和演练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深入、严格细致的检
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除了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
时限，还通报至本院、两个分院及村卫生服务站。严控传
染来源，切断传播途径，守住院感防控底线，为辖区村卫
生室疫情防控再拧“安全阀”。 （陆彩花）

妇幼保健院：爱心小屋让患
儿感受温馨就医体验

1月7日下午，市妇幼保健院社工部主导的“爱心小
屋”项目在儿科住院病区正式启动。该项目为住院患儿
打造温馨且充满童趣的住院环境，将医学、人文、游戏相
结合，给孩子们提供游戏治疗、艺术表达等互动活动，同
时提供医学科普、爱心公益、志愿服务、医患互动等系列
公益服务，改善就医体验，加快患儿康复。

陈俊 盛冬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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