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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时代 谱写新篇章
—市二院召开2017年总结大会
——
2月11日， 市二院召开全院职工大
会，表彰先进，回顾2017年工作情况，展
望2018年目标和任务。 院长、党委书记
解满平作工作报告，郑玉龙副书记主持
大会，大会宣读医院表彰决定并颁发奖
状。 全院共计600余人参加了大会。
亮点纷呈，硕果累累。 顺利通过省
卫计委医疗安全专项检查及市卫计委
大型医院巡查，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证，成
功创建国家胸痛中心及国家高级卒中
中心， 成为江苏省首批“平安示范医
院”，也是全市唯一一所省级“平安示范
医院”。 荣获淮安市第九届二、三级医院
急救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三度蝉联团
体冠军。
学科建设，提升水平。 顺利完成康
复医学科省重点专科现场评审。 完成了
呼吸内科、神经内科、检验科、普外科、
耳鼻喉科、老年科、骨科、放疗科及重症
医学科市级临床重点专科的周期性评
审，新增肿瘤内科为市级重点专科。 目
前， 共拥有6个省级重点专科和10个市
级重点专科。
人才优势，凸显力量。 梁勇、胡文博
士分别获批国自然面上项目和国自然
青年基金项目， 全院SCI论文的发表数

量达124篇，影响因子最高12.486；有自
主知识产权SCI论文15篇。 获得省厅新
技术引进奖四项，彭易根博士获得一等
奖，郑东辉博士获淮安市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李侠博士再次获得苏北唯一一项
省医学科技奖三等奖。 获省333人才科
研项目6项，其中郑东辉博士、怀德主任
的项目为第二层次，是淮安市卫生计生
系统仅有的。 梁勇博士获省六大高峰人
才项目B类项目资助， 为淮安市近3年
唯一一位。 吴瑾博士被评为省双创博
士； 周立庆主任等4人成功入选淮安市
第二期“533英才工程”第一层次领军人
才培养对象，马绍刚主任入选淮安市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陈闯在南医大
青年教师技能竞赛中荣获特等奖。
开展技术，科研丰硕。 高等级科研
立项、科技奖项获历史性突破，获得两
个国自然、一个省自然，获省卫生计生
委新技术引进一等奖，淮安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南医大教学特等奖；SCI论文数
量和质量再创新高。 梁勇博士入选江苏
省“六大人才高峰” 高层次人才B类项
目；顾润环入选第三批江苏省中医临床
优秀人才培养对象。
专科护理，成绩斐然。 举办国家级
继续教育项目“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暨中

美国际护理论坛”；荣获“首届江苏省医
院品管圈比赛”三级医院护理专场一等
奖；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5项、院新技
术4项。 举办院级静疗专科护士培训班；
急诊急救、 伤口造口2个护理专业获淮
安市护理学会批准，成立市级专科护士
培训基地。 开展专科护理培训，为提升
医院服务质量和整体护理水平做出积
极贡献。
适应医改，加强合作。 新加盟医疗
集团成员单位15家，现共有成员单位44
家。 为集团内部单位提供检查直通车、
进修培训及业务指导，接受送检2714人
次。 常态化开展远程会诊工作，全年影
像会诊7906人次， 远程心电会诊30人
次。 畅通双向转诊渠道，社区转诊8201
人次， 同期增长8%， 集团转诊2801人
次，同期增长10%。 加强慢病管理，实施
早期筛查和综合干预项目，深入基层扶
助宣讲。
医院将积极响应十九大“实施健康
中国战略”号召，贯彻落实新局面下的
方针政策，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推动和
建设一批新的重点专科和专病治疗技
术，整合学科结构，注重内涵建设，提高
人才、技术、科研、教学、管理、质量等品
牌服务。
（侍艾苑）

淮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市三院挂牌成立
2月7日，醒目异常的“淮安市精神
卫生中心”大牌在市三院南门口西侧昂
首矗立。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心理应激因素日益
增加，心理行为异常和精神障碍人数逐
年增多。 目前我国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病
率高达17.5%。 随着我市城市化建设加
速推进， 城市人口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我市因心理应激事件及精神障碍肇事
肇祸案(事)件日渐增多，成为影响社会
稳定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危险因素。
市三院是一所有着49年历史、担负
着全市心理及精神障碍保健、 治疗、康
复、教学、科研等任务的国家三级精神

病专科医院。 编制床位840张，职工600
余人，开设精神科、医学心理科、神经
科、内科等临床科室，以及淮安市心理
咨询中心、淮安市癫痫治疗中心、淮安
市帕金森病诊疗中心三个市级诊疗中
心及淮安市神经电生理重点实验室，是
本地区严重精神障碍疾病管理和司法
精神病鉴定的唯一机构，在苏北地区享
有一定盛誉。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市三院
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开拓创新，锐意进
取，不断拓展服务覆盖面，医院的服务
人群从淮安市辐射到徐州、扬州、宿迁、
盐城、连云港和安徽的宿州、淮北等周
边地区，业务发展迅猛，目前在院治疗

患者人数接近千人， 实现历史性突破。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精神卫生工作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
市三院将以增挂牌子为契机，紧扣
“超前规划、规模适当、布局合理、管理
科学、技术先进、服务规范”总目标，努
力将医院打造成为全市精神心理疾病
防治机构龙头单位，进一步提升精神卫
生管理和服务能力，承担全市精神心理
疾病预防、保健、康复服务工作任务，加
强精神卫生人才培养，更好地全市人民
提供优质、便捷、安全、价廉的精神卫生
医疗服务，为构建和谐富庶健康美丽新
淮安做出更大的贡献。（范利军 宋波）

大众伸援手

千家添欢乐

淮安区慈善总会开展
“
迎新春·慈善助困”项目
2月7日，淮安区慈善总会会长王国权走进流均镇严百村赵成
鹏家，向这个3口均患有重病的家庭赠送了2000元慰问金，希望
他们过个愉快的新年。
连日来，淮安区慈善总会围绕实施“迎新春·慈善助困”项目、
配合省、市慈善总会开展的“情暖江苏·爱在淮安”活动，连续组织
人员深入乡村送钱、送物、送温暖。 已向336户困难家庭发放救助
金374万元。 其中，由区慈善总会救助的共251户、29.4万元。 在此
之前，区慈善总会与苏嘴镇星火羽绒厂合作，继去年向留守儿童
捐赠1000件羽绒服后， 今年又向困难家庭儿童捐赠了1100件特
制的新棉衣。
寒冬送温暖，让困难人家添欢乐，是淮安区社会各界每年必
做的善事。 区民政局、区老龄办、老龄协会和区孝行淮安志愿者协
会组织江苏喜洋洋科教设备有限公司、淮安市宏瑞米业有限公司
等17家企业为空巢老人、困难老人、残疾老人、孤寡老人和五保老
人举行“
爱心捐赠，温暖过年”广场公益义卖活动，筹款6万多元和
油、米等物品赠送给了“五类老人”。 世纪爱心服务队则把32名失
独家庭孩子作为重点帮助对象，实行定人定向联系，春节之前，他
们已分组开展慰问活动，让他们和同龄人一样，快乐过新年。 区人
社局还与多家企业合作，从2月5日起连续在人力资源市场和九升
国际广场举办招聘会，将1000多个岗
位招聘信息连同对联、福字送给在外
务工回乡人员，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
和新年后就近就业提供方向。
（迟轩 孙士芹)

姑娘“
点单”
只为一次艺术的手术
随着微创手术、精准切除等外科新技术的不断更新,越来越
多的医生开始追求微创手术的极致。 腹腔镜手术是微创手术的代
表，但大多需要在腹部打上3至5个孔洞，如今，仅在脐部单孔就可
完成腹腔镜微创手术了。 年轻爱美的人不用担心肚子上有疤痕
了。
曹女士（化名）怀孕后因为有出血、小腹疼痛情况，在外院诊
治，查出宫外孕。 曹女士有过剖宫产，之前也做过一次宫外孕手
术，肚子上“疤痕累累”。 因此，她对于再次接受手术内心是排斥
的，她很担心自己的肚子上变得“满目疮痍”。 就在曹女士陷入纠
结的时候，她想起了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曾经推送的关
于妇科单孔腹腔镜技术的报道，于是她来到该院就诊。
鉴于曹女士的情况，妇科主任吴玲和手术医生妇科副主任医
师张春花等共同会诊后，确定了采用单孔腹腔镜手术为她进行治
疗。手术非常成功，术后几个小时林女士就能下地自由活动了。 看
着肚脐眼上隐约的一条细线，曹女士很兴奋，她握住张春花的手
说：“
我是不是做了个假手术！ ”
单孔腹腔镜跟传统的三孔腹腔镜不同，是从脐部进入，不用
额外在身体其他部位打孔，恢复更快，也更美观，当然手术难度也
更大。 该术式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对脏器干扰小，避免手术期间
器械相互碰撞，减少不必要的损伤。 同时手术的伤口也比较小，脐
部的伤口恢复后无法察觉，更加美观。
（刘威）

市四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牙掉了“种”出来
从第1位种植牙顾客，到第100位，
再到第1000位……从第1颗种植牙到
如今突破1800颗！ 2017年末，淮安诺贝
尔口腔医院对种植牙老顾客进行了回
访， 种植牙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
活。
曾经缺牙喝粥度日
如今种牙尽享美食
接到诺贝尔口腔医院医护人员电
话的时候，43岁的王先生已经能像老朋
友一样侃侃而谈了。 自种植术完成之
后，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接到诺贝尔口腔
医院的回访电话了。 作为诺贝尔口腔医
院的第1位种植牙顾客，也是“水激光无
痛植牙术”的首位“吃螃蟹者”，王先生
感叹：之前硬东西吃不了，现在什么都
敢吃；之前很怕和别人交流，就怕看到
自己的缺牙，特别不自信，现在每天都
充满正能量、更乐观豁达……种植牙改
变了我的生活！
原来，王先生早前由于牙周疾病严
重，已经缺了5颗牙齿。 牙缺失严重影响
了王先生的生活，甚至还引发了“社交
障碍”，人变得越来越自卑。 后来，王先
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在诺贝尔口腔医院

种植牙助健康

做了“
水激光无痛植牙术”。 现在一年多
过去了，王先生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不仅能吃能喝身体健康，还
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可谓生活事
业两得意。
缺牙半口成“心病”
种牙重启“幸福之门”
2017年元旦， 时不时捂着嘴71岁
的胡奶奶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了诺贝
尔口腔医院听了一堂关于种植牙的专
场讲座，看到专家的专业、现场种植牙
老顾客种牙后的“新生活”，孝顺的女儿
现场送给了她一份最特殊的新年礼物：
水激光无痛植牙术。 如今新年将近，接
到诺贝尔口腔医院回访电话的胡奶奶
和老伴正在三亚旅游，她开心地说：“现
在吃嘛嘛香、心情舒畅、身体健康，好好
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 ”
因为下颌牙齿基本掉尽，胡奶奶早
前做过活动假牙， 但是还是咬不动东
西，说话发音也不清楚，戴了没几天牙
龈都磨红肿了，急性子的她直接把假牙
给扔了。 后来参加诺贝尔口腔医院的种
植牙讲座，现场看到很多缺牙患者种牙
后生活大改变，女儿当场决定为母亲种

牙。 专家为胡奶奶量身定制了“水激光
无痛植牙术”，整个种植过程轻松舒适，
满意不已的她直夸诺贝尔的技术顶呱
呱， 如今的胡奶奶因为种了一口好牙，
重新打开了晚年的“
幸福之门”。
种牙好看又好用
80岁也能轻松种
不少缺牙市民表示， 种之前怕疼，
咨询医生后却又怕种不了——
—你牙槽
骨太薄了，种不了；你年纪太大了，种不
了……对于全口或半口缺失牙导致生
活困扰不堪的中老年人，缺牙却种不了
成了心头之痛。 不过，种植牙能否成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生的技术和经验，
没有来淮安诺贝尔口腔医院看过真正
的种植专家前，不要轻易放弃。 据悉，诺
贝尔口腔医院开展的“水激光无痛种植
技术”、“即刻种植技术” 是先进的种植
技术，可改善牙骨条件，助80岁缺牙者
也能轻松种牙。
（诺贝尔）

为缓解我市春节期间医疗急救用血紧张局面，市四院积极组
织全院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2月8日至9日， 市中心血站的献血车早早停在市四院行政楼
门口，车上，一张张熟悉可敬的面孔再次出现，许多同志已经不是
第一次献血，他们要将这份爱心延续。 有的同事更是献血达人，已
经连续多年献血，个别同志献血总量已近4000ml。 该院领导也是
积极加入爱心献血行列，通过实际行动为职工带好头、做表率。 还
有几对夫妻档纷纷加入献血队伍，为社会献爱心、做贡献。
两天来， 全院共有150余名职工参加献血， 累计献血量
43000ml。 他们用实际行动为社会奉献了一片爱心，展示了该院
广大职工博爱奉献的精神风貌，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贡献了一份力量。
（张丽娟 朱红玉）

春节假期安排》》》

淮安诺贝尔口腔医院将于2018年2
月15日（除夕）至2月17日（初二）放假，2
月18日（初三）正式上班，在此期间给您
就诊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近日， 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做好医院的安全生产工作，
积极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开展了一次消
防安全知识培训演练。 图为演练现场。
■张尔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