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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院领导看望
抗美援朝老兵包一高
10 月 26 日，市三院纪委书
记虞秀武和工会主席、离退休
党支部书记宋之良一行人，到
97 岁抗美援朝老兵、医院老领
导包一高家中，为他送上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 周年”
纪念章，向他致
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在包老家中，虞秀武一行
认真倾听包老讲述抗美援朝期
间难忘的烽火岁月和英雄故
事，感谢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作出的巨大贡献。虞秀武对包
老日前亲临建院 50 周年成果汇
报会现场表示感谢，还叮嘱包
老亲属好好照顾老人，如有困

难及时跟院方联系。
虞秀武表示，全体三院人
将继承发扬抗美援朝的精神，
将医院工作做优做精，为医院
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包一高简介：
包一高，男，汉族，1924 年
出生在淮阴，1942 年参加革命，
1944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及抗美援朝等战役上百次，不
同 时 期 都 战 功 卓 著 ，记 功 多
次。包一高的革命经历 2007 年
8 月 被“ 中 共 党 史 人 物 传 编 委
会”编撰、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开国将士风云录》第三
卷收录。
包一高曾任江苏省淮安市
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等职。2010
年，他开始写回忆录。2012 年，
他 的 回 忆 录《岁 月 的 足 迹》出
版。该书文笔流畅、思路清晰，
真实再现了他在淮北抗日、挺
进鲁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抗美援朝等战役中亲历的战争
风云。
（范利军 李丽 文/图）

市一院与南京医科大学沈洪兵院士团队签订协议
汪强虎教授“生物信息学工作站”落户我市

10 月 21 日，市一院与南京
医科大学沈洪兵院士团队签订
食管癌重大专项柔性引进协
议。同时，汪强虎教授“生物信
息学工作站”落户市一院。南京
医科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南京医
科大学苏北临床医学研究院副
院长江胜强，南京医科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副院长靳光付，南京医
科大学苏北临床医学研究院副
院长、市一院副院长陈小飞，市
一院科研处处长丁涟沭等出席
签约仪式。
食管癌一直是危害淮安人
民健康的高发的恶性肿瘤之
一。市一院已经建成淮安市食
管癌生物样本库重点实验室
1000 余平方米，食管癌样本量
达到 3 万份。在沈院士团队的帮

助下，市一院有望将食管癌标本
库建成淮安市最大、最规范的食
管癌临床生物标本库，重点开展
食管癌服务与研究，创建食管癌
诊断、治疗相关的重要研发基地
与人才培养平台，为淮安市食管

癌的临床研究提供强力的资源
及技术保障。
汪强虎教授是江苏省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南京医科大学
生 物 信 息 学 系 主 任、学 科 带 头
人；在生物信息学和肿瘤基因组

学领域具有近二十年研究经验，
在 肿 瘤 分 子 异 质 性、微 环 境 解
构、肿瘤无创早期检测的分子标
记识别、治疗抗性标记识别等方
向具有研究优势。
会上，陈小飞对沈院士团队
和汪强虎教授与一院建立紧密合
作关系并建立工作站表示衷心感
谢。他指出，
一院一直坚持
“科技
兴院”
战略，
紧跟南京医科大学科
研步伐。近十年过去了，一院整
体实力得到明显提升，但要从治
疗为主的医院转变为科教研全面
协调发展、有影响的大学附属医
院，
除了依靠自身努力，
还要利用
好苏北临床研究院这个平台，聘
请一些名师团队和专家进行点对
点的帮扶指导，进而实现弯道超
车。
（陈晨 刘佳鑫 文/图）

我市开展中医经典大讲堂活动
10 月 23 日-25 日，由市卫
健委、市中医药管理局主办，市
中医院承办的全市中医经典大
讲堂活动在市区举行，来自全市
各级医疗机构 180 多名中医药
人员参加活动。
市卫健委副主任俞伟男在
讲话中指出，此次活动是进一步
推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使中医药人员在经典
的指引下加深对中医的认识，传
承中医精髓，提高临床能力，造
福淮安百姓健康。

市中医院主要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中医药建设的发展情况，
并表示要始终坚守传承中医、弘
扬国粹的初心，继续把发展中医
药文化作为医院核心工作，全面
打造一批名医名科，使中医特色
更专业更细化，为“健康淮安”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
本次活动特邀 14 名北京、
南京及淮安本地知名中医专家，
为学员们就中医经典及经典在
临床中的应用进行精彩授课。
他们分别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针

灸医院常务副院长、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杨金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学科——伤寒学科带头人、
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周
春祥，省中医院风湿科主任中医
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
钱先，省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
国医大师邹燕勤传承工作室副
主任易岚，全国老中医药专家继
承工作指导老师严冰、顾维超、
汪再舫，省名中医李树年，省老
中医药专家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蒋莉、吴良侠、李寿皊，市名中医
王斌、周学义、宗岩。
专家们分别讲授自我学习
研究与运用中医经典的经验体
会，对辨证论治的中医思维、中
医学习路径等进行研讨，并与学
员们进行深入交流。
活动期间，市中医院还特邀
杨金洪、钱先、易岚三位专家在
授课之余到医院坐诊，让市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准的医
疗服务。
(王素芹 申琳琳)

省专家组检查验收淮阴区妇幼保健院
母婴友好医院创建工作
10 月 23 日，省母婴友好医
院验收专家组丁丰美、陈丽平、
陈廷美、连大帅一行 4 人来到淮
阴区妇幼保健院，对该院母婴友
好医院创建工作进行现场评估
验收。该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王
进，副院长力娟及相关科室负责
人陪同检查。
汇报会上，力娟汇报了该院
基本情况和母婴友好医院创建
情况。随后，专家组实地查看了
产科门诊、产房、产后康复科、孕
妇学校等重点区域，并通过查阅

资料，访谈医务人员、孕妇等形
式进行综合检查。
在随后的反馈会上，专家组
通报了该院三个工作亮点：一是
制度建设和宣传工作到位。医
院 领 导 高 度 重 视 ，组 织 架 构 健
全，制定了本院促进母乳喂养、
加强产儿科质量和母婴安全的
具体规定和相关制度；孕妇学校
建设规范、场地布置温馨、多媒
体设施及教具齐全、课程设置合
理、培训内容丰富，母婴友好医
院氛围浓厚。二是促进自然分

娩，提高产科质量工作到位。医
院建立了促进自然分娩，加强产
科质量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管
理规定及培训计划，积极开展分
娩过程中自由体位的选择，保护
服务对象隐私，配备导乐师，允
许家属陪伴，对产妇的身心安慰
起到较好的辅助作用。三是母
乳喂养及母婴安全工作到位。
医院母婴安全管理制度健全，绿
色通道、高危孕产妇管理规范，
环境设施布局流程合理，记录齐
全。

最后，专家组向该院提出三
点建议：一是尽快完善母婴友好
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进一步
加强产儿科一体化管理机制，落
实儿科医生母婴同室查房制度；
三是利用 PDCA 质量管理工具
加强管理。
该院将以此次检查验收为
契机，结合自身实力，全方位加
强内涵建设，继续做好促进自然
分娩工作，保障母婴安康，为全
区妇幼健康保驾护航。
（韩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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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区维护
劳动者健康权益
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要求，落实尘毒危害专项执法行动和
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有关文件精神，
近日，
淮安区
开展职业卫生监督检查，督促企业重视职业卫生
制度建设，
消除职业卫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劳动
者健康权益。
该区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深入工业企业，重点
检查了解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涉及的劳
动者人数、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情况、职业防护警示
标识和告知卡、职业病防治相关制度和档案的建
立情况，以及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和职业健康体
检情况等。在监督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还
深入企业车间，实地察看工艺流程以及职业病防
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对在放射源
库、放射场所的工作人员是否佩戴个人剂量计、是
否建立应急处置预案、放射源库是否设立警示标
识等进行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
监督执法人员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督促
企业限期进行整改。
下一步，
淮安区还将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
深
入开展职业病危害的监督检查，并落实好“回头
看”工作机制，切实规范职业病防治措施，提高防
治水平，
为劳动者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孙杨 杨婷玉）

涟水医院与南京市口腔医院

洽谈医联体合作工作
日前，南京市口腔医院医疗联合体办公室主
任沈道洋一行，受邀来到涟水县人民医院就医联
体合作工作进行交流座谈。涟水县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院长左扬松，
副院长卜延志以及相关行政职
能科室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左扬松对南京市口腔医院专家们的来访表示
热烈欢迎，
对南京市口腔医院领导、专家长期以来
对该院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向沈道洋
一行介绍了该院及口腔科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并
表示医院与南京市口腔医院建立医联体，必将对
医院整体口腔医疗水平的提升，起到极大的促进
作用。
沈道洋详细介绍了南京市口腔医院的历史和
发展情况，表示南京市口腔医院将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涟水，将通过在人才队伍、学科建设、服务能
力、设备设施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帮助涟水县人民
医院加强口腔科的学科建设，提升口腔医疗技术
水平和服务能力，为涟水群众提供高水平、高品质
的口腔医疗服务。
双方参加座谈的人员对医疗、教学、科研、专
科建设等领域展开的合作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
探讨，座谈会气氛友好热烈。
（程杰 王雯）

淮阴区老龄办

举办趣味运动会
人生最美夕阳红，世间最美老年花。为了传
承敬老文化，
增强辖区居民的敬老意识，
同时营造
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在重阳节来临前，
淮阴区老
龄办协同王营双河社区，在蓝庭印象小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举办一场“乐在重阳节，健康伴我行”
趣味运动会。
当日一早，活动室挤满前来参加的老人，
大家
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本次趣味运动会共设置飞
镖、夹乒乓球、套圈、扔乒乓球、文艺汇演等项目。
活动于上午 9 时开始，下午 4 时结束。78 岁的陈
叔叔激动地说：
“感谢社区工作人员举办的这次活
动，让我们在参与比赛的过程中获得了快乐。”每
个项目都注重安全性与趣味性并重，参与的老人
们玩得不亦乐乎。老人们不但在比赛中大显身
手，
也获得了不少奖品，
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此次活动不仅使老人得到了适当的身体锻
炼，
也弘扬了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营造
了全社会关爱老年人、关心老龄事业发展的浓厚
氛围，对提升当地老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
睦、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
（金建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