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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忘精研华佗术

摘桂华夏全赖扁鹊心

——
—写在市一院第三次获得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之际
2017年8月17日,全国卫生计
生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和
劳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
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淮安市第
一人民医院喜获“全国卫生计生
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这已是
该院第三次获得这样的殊荣。
市一院把诊治疑难复杂病
例、 做好基层医院技术后盾作为
医院的功能定位。 一方面与国内
顶尖医疗团队交流、合作，加入了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联盟， 与上
海中山、瑞金、同济医院合作，组
建了跨省医联体； 另一方面与淮
安市洪泽县人民医院、 金湖县人
民医院、淮安市肿瘤医院，扬州市
宝应县中医院等14家省内医疗机

构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医联体。 同
时，医院成立了专家流动工作站，
按年度计划定期赴县、乡义诊、讲
座、查房，2016年参加的医务人员
达1674人次。 专家流动工作站中
还有一支99人组成的医疗骨干团
队按计划在医联体成员单位和部
分乡镇卫生院定期坐诊， 将三甲
医院的优质资源进一步下沉到基
层。 充分发挥医院高水平信息化
的优势， 建立了数据集成交互平
台、远程影像系统云平台，逐步实
现了与部分医联体成员单位的转
诊转检、药品调拨协同、诊疗信息
共享以及远程会诊。 双向转诊流
程进一步畅通, 2016年病人上
转率、 下转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8.3%、25.8%，下转增长率明显高
于上转率。 外埠患者占比达
41.23%， 医院的区域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
市一院以学科建设为主题，
围绕“项目为王”，瞄准专业领域
的领先技术， 集中一切力量托举
学科发展、打造特色品牌，驱动医
院综合实力整体提升。 近三年发
表省级以上论文1319余篇， 其中
SCI论文390篇， 高水平论文占比
逐 年 增 加 。 在 2017 年“
Nature
Index”中国医院自然指数排行榜
中，我院位居全国第98位，跻身百
强。 近三年获批省级以上科研项
目35项，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20项。 南京医科大学苏北临

床医学研究院落户淮安市第一人
民医院， 为医院的科技兴院增添
强大的平台。
医院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培
养并取得明显成效。 2016年，2人
“六大人才高峰”C类资助，16人
获
入选江苏省“
333”工程第五期培
养对象，1人受聘成为南京医科大
学学术委员会委员，2人获评“淮
安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截
至目前，共有南医大博士生导师5
名，硕士生导师168名。 注重人才
梯队建设，实施“潜学科带头人”
培养工程，引领学科发展。 旨在提
高人员学历层次的“亮剑行动”效
果显著， 积极鼓励临床专业技术
人员攻读在职硕士、博士，提升学

市四院护理部成立
糖尿病健康教育小组

9月7日下午，市妇幼保健院召开第七届“中国医师节”表彰大会。 会
上，该院党委书记、院长孙春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代表医院领导
班子，对全院医师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对在各项医务工作中取得良好成
绩并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图为市妇幼保健院党委
书记、院长孙春霞（左）为青年医师急救技能操作竞赛团体一等奖门急诊
■
队颁奖。

梁中亚刘威

市三院大风车暖心行动
获第二届淮安慈善奖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
志愿者服务，将社会公益活动与医院
专科特色相结合，把目光投向精神障
碍困难家庭留守儿童。 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受到帮扶的孩子们正快乐地
成长着，越来越多的三院人积极参与
到爱心行动当中。
沈雪峰院长表示，三院今后将一
如既往地关注公益，进一步扩大帮扶
范围，针对不同家庭的情况和儿童性
格特征，制定专门的帮扶计划，使得
帮扶能够真正起到实效，让孩子们健
（
）
康快乐成长。

范利军

王玉玲

杏林快讯

市二院
在全省应急技能竞赛中获佳绩
XING LIN KUAI XUN

下午，市四院护理部
9月
6日
举行糖尿病健康教育小组培训
班开班典礼，标志着该院糖尿病
健康教育小组正式成立。 组长由
该院省糖尿病专科护士洪丽平
担任，26位小组成员由全院14个
护理单元的护士采取自愿报名
的形式产生。 小组将有计划地定
期对组员进行糖尿病相关理论
和技能的培训与考核，内容主要
包括糖尿病饮食指导、 运动指
导、用药指导、血糖监测指导、自
我管理教育、各种胰岛素注射及
血糖监测的技能、糖尿病相关急
症的处理和护理等。 考核合格的
组员再将所学知识带回病区，为
所在病区的糖尿病患者提供更
加专业、高效的糖尿病护理。
丽平张丽娟）
（洪

9月3日至5日， 江苏省
卫生应急技能竞赛决赛在
南京举行，经过县（区）级预
赛、市级复赛层层选拔的14
支代表队共126名选手参加
了决赛。
竞赛设突发急性传染
病防控、突发事件紧急医学
救援和突发中毒事件处置3
个项目， 采取盲样检测、笔
试、桌面推演、技能操作和
知识竞答等形式，涉及流行
病学、 应急管理、 检验、临
床、医疗救援等7个专业。
淮安市二院的顾玲玲、
付婧经过层层激烈的角逐，
荣获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

园区医院开展健康生活
主题义诊活动

市口腔医院王毅炜
入围省根管治疗大赛十强

年9 月1 日是全国第11
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 当天
下午，工业园区医院公卫科积极
行动组织健康团队，前往小李村
开展讲座、义诊、咨询宣传活动。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以“三减
三健”活动为切入点，倡导“合理
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
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 健康团
队向村民们讲解了什么是三减
三健， 即减盐、 减油、 减糖、 健康
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引导
居民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行为，提高健康素养。 活动现场，
健康团队免费给村民测量血压
血糖，向居民发放健康方式宣传
资料和控油壶、控盐勺等工具。
活动结束时测血压59人， 测
血糖59人， 发放4种与健康生活
方式有关的资料300份， 村民们
踊跃参加，积极配合健康授课和
健康检查。
凤华）
（桑
2017

9月5日是中华慈善日。 当天上
午，淮安市纪念第二个中华慈善日暨
第二届“淮安慈善奖”颁奖仪式在市
中心大运河广场举行。“
淮安慈善奖”
旨在大力弘扬慈善精神，激发全社会
慈善热情，激励社会各界参与和支持
慈善事业发展。 市三院“大风车暖心
行动 关爱精神障碍困难家庭留守
儿童”主题爱心活动以突出的爱心公
益表现荣获“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称号。 市三院党委书记、院长沈雪峰
（右三）代表医院上台领奖。
从2014年开始，市三院结合党的

历层次。 目前， 全院硕士研究生
643人，在读硕士31人；博士研究
生72人，在读博士130人。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市一院
几十年的可贵坚持， 几十年的不
改初衷，几十年的公益大爱，第三
次荣获“全国卫 生 系 统 先 进 集
体”，体现了淮安这座文明城市最
靓丽的丰碑！ 淮安市政协副主席、
院长、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孙晓
阳表示： 医院全体员工必将辉映
着奖牌闪耀的荣誉， 肩负着淮安
人民的期望，不负重托，以崭新的
姿态，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征途
上，永远阔步向前！ 为了守护淮安
市及周边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
）
康而努力奋进！

近日，从南京传来好消
息，淮安市口腔医院口腔内
科主任王毅炜跻身江苏省
根管治疗病例大赛10强，为
苏北地区唯一入围10强的
口腔执业人员。
该项赛事由江苏省口
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
委会、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
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举办，旨
在推动省内牙体牙髓病学
临床事业的发展，是目前江
苏省影响最大、专业水准最
高的牙体牙髓病专业比赛。
王毅炜毕业于南京医
科大学，从事牙体牙髓病和
牙周临床工作多年，以扎实
的医学理论知识认真钻研，
不断学习新技术新项目，总
结出多种口腔疑难疾病的
诊疗方法。特别擅长显微根

援三等奖，也为淮安市取得
了团体二等奖的佳绩。
此前，在淮安市组织的
全市卫生应急技能竞赛活
动中，该院陈黎明荣获突发
中毒事件处置一等奖，顾玲
玲、付婧荣获突发事件紧急
医学救援二等奖。该院近三
年还在全市急救技能大赛
中，连续三次荣获一等奖的
（
）
佳绩。

侍艾苑

管治疗、牙周疾病的诊断及
牙周手术等。
市口腔医院一直以来
高度重视牙体牙髓专业临
床工作和学科建设，开展多
种多样的学术活动，在全院
范围内组织疑难病例讨论，
探讨临床中的多学科协作，
鼓励和促进科内定期开展
业务学习，为医生提供各种
进修学习条件，开拓了医生
们的视野，也提高了业务水
平。同时投入大量资金购入
国际领先的治疗器械和设
备，最大化提高患牙的治疗
成功率。显微根管治疗在该
院牙体牙髓科已经开展了
多年，在本市及周边患者群
体中形成很好的口碑，在苏
北地区及省内同行业中也
（
）
有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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