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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新时代职业精神 提升中医药事业发展高质量

市中医院举办新时代职业精神系列讨论会
为进一步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新时代职业精神，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促进医务人员在自身
岗位上再建新功，8月7日下午4：00，
市中医院组织了全院各科室和各党支
部开展了新时代职业精神、“践行周恩
来精神 建好周总理家乡” 教育实践
和“
学习十九大 岗位建新功”半月谈
等议题大讨论活动。
市中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叶春晖，
院纪委书记王建， 副院长杨正文、陈
璟、 王斌准时来到各自讨论的联系
—骨伤科、职能科室、康复科、门
点——
诊医技和外科等部门开展大讨论。 讨
论会上， 来自各条战线上的党员医务
人员围绕议题内容，结合工作实际，就
如何在本职岗位中发挥自身优势，以

及从个人定位、 科室发展和医院建设
等层面交流畅谈。 通过面对面交流，敞
开心扉讨论， 既让党员医务人员对新
时代医疗卫生行业职业精神和周恩来
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把
这样的学习体会和思想转化为实际行
为， 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医疗
服务， 同时还在座谈中充分倾听了来
自基层的声音， 通过对提出的意见建
议进行梳理， 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科室
存在的困难和“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党委书记、院长叶春晖对本
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和点评。 她指出，通
过参与交流聆听和全院各部门反馈的
情况来看， 全院干部职工对此次大讨
论活动态度认真、认识到位，对交流内
容精细准备，大家的发言角度不同，内
容不一，但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都是

真正从为群众谋幸福、 为医院谋发展
来思考的，很好！ 希望全院干部职工能
够在理想信念上不忘初心、 践行宗旨
上鞠躬尽瘁、事业责任上勇于担当、工
作质效上精益求精、 作风形象上严于
律己。 各科室都需要找准自身定位，明
确发展目标，切实在临床能力、特色优
势、人员队伍、科学研究等方面实现全
面提升。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将本次讨
论的精神和内容真正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加强个人能力和素养的综
合提升， 全面推进医院工作健康快速
可持续发展。
22个职能部门、27个临床医技科
室和4个党支部近400人参加了此次
（张岩 白海连）
活动。

近日， 淮安市妇幼保健
院孕妈咪学堂举办孕期户外
瑜伽活动。 在宁静的音乐声
中，恬静的清晏园里，跟随着
专业瑜伽老师的口令， 准妈
妈们一起呼吸、一起运动，变
换着各种体式，舒缓筋骨，拉
伸韧带。 据了解，轻柔、舒缓
的孕妇瑜伽不仅可以锻炼肌
肉的韧性、灵活度和耐力，有
效缩短产程， 促进顺利地自
然分娩， 还能增强产后母乳
喂养的自信心。
王文婷 李营 王妍 摄

8月8日全民健身日——
—

“
爱尔眼科”杯淮安市体育馆
篮球友谊赛圆满落幕
2018年8月8日是第十个“全民健身日”，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青少年儿童体育锻炼意识，提高身体素
质，培养团队协作、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预防孩子们暑期过度依
赖电子产品而导致视力下降， 淮安市体育馆联合淮安爱尔眼科医
院共同举办2018“
爱尔眼科杯”暑期篮球夏令营。
8日上午8点， 篮球夏令营的队员们便早早地到达市体育馆的
训练场，虽然天气炎热，但丝毫抵挡不住孩子们的热情，个个开始
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了。 据悉，本次比赛共设3个项目：分别为定点
投篮、运球绕杆和3V3篮球对抗赛。随着比赛的进行，不管是大同学
还是小同学，个个满怀激情，投篮时专注的眼神，飘逸的姿势，精准
的命中，尤其在3V3比赛中，队员们默契的配合，漂亮的反攻，灵活
多样的配合形式。 队员们在团体性的基础之上展示自我， 挥汗如
雨，流露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与追求。
群雄逐鹿、硝烟四起，队员们奋勇争先，不甘落后，你进一球，
我追一球，仿佛能看到心中的热血在沸腾，我们能看到强者遥遥领
先，也能看到弱者不甘示弱。 我们能看到篮球辗转反侧于腋下，飞
跑穿插于隙间，也能看到队员们刚毅、昂扬、喜悦、惊叹的表情交织
变化，令人过目难忘。 虽然最后有的人输了比赛，也有的人赢了比
赛，但这早就不重要了，他们的脸上流露出的是尽情释放后酣畅淋
漓的快乐！
虽然短暂的篮球赛已经结束， 但对于夏令营的同学们来说对
人生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爱恒在，尔无忧”，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
口号，淮安爱尔医院积极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始终致力于人类眼健
康事业，我们守护年迈光明，更关爱孩子的健康未来！
篮球赛结束后， 淮安爱尔医院医务人员免费为所有参赛小选
手和家长提供眼健康咨询、检查和眼镜清洗服务，并指导孩子及家
长正确用眼，培养良好用眼习惯，及早开展近视防控，让孩子在清
晰地世界里健康成长。
爱尔眼科用行动一次次践行着爱心事业， 在淮安大地上创造
了一次又一次的“睛”彩瞬间。 热情有限，公益无限，淮安爱尔医院
在光明的道路上从不停歇，努力实现“使所有人，无论贫穷富裕，都
享有眼健康的权利”！
(李光明）

淮阴医院眼科优质护理暖人心
肛肠疾病诊疗、结直肠肿瘤普查专场

肛肠名医淮安亲诊，你约不？
8月11日，刘飞教授莅临淮安中山医院亲诊
统计数据显示， 近年来结直肠癌
发病率不断攀升。 然而，由于肛肠病是
常见病、多发病，很多市民在肛肠出现
相关症状时，却并不重视，于是小病拖
大病，延误最佳治疗时间，造成终生遗
憾。

便血不一定是痔疮
还可能是结直肠癌
朱女士今年45岁， 近一个月来反
复便血，自己一直以为是痔疮，用些痔
疮栓缓解下，然而没什么效果，于是前
两天来我院肛肠科就诊。 通过电子肛
门镜检查， 发现患者肛门部位痔疮并
不是很明显， 初步怀疑患者肠道可能
存在病变， 于是主任建议其进行肠镜
检查。 无痛电子肠镜下，患者乙状结肠
黏膜充血、水肿，距肛缘20公分处，见
一1.5*1.5CM带蒂肿块表面分叶，占
肠腔1/3周， 于是与患者及家属沟通
后，实施了切除并做病理检查。
临床工作中， 很多患者结直肠癌
被发现时，往往已经是中晚期，究其原
因，就是由于患者自身不够重视，当出
现便血、 便秘、 肛门疼痛等不适症状
时，一般会以为是痔疮而进行治疗，症
状缓解后就不再关注， 这也为结直肠
癌的恶化提供了“便利”。 根据国家癌

症中心全国肿瘤登记数据报告， 我国
城市和农村结直肠癌发病率分别居所
有恶性肿瘤的第2位及第5位， 死亡率
分别居第4位和第5位。
大肠肿瘤筛查去哪？
淮安也有定点医院
2017年，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肛肠分会在全国启动了“结直肠肿瘤
流行病学普查工程”，淮安中山医院被
授予淮安地区普查定点医疗机构。 医
院引进的无痛电子肛门镜、 无痛电子
肠镜等前沿医疗设备， 为普查工作提
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撑。 一年多来，通
过临床普查、体检普查、在线调查等形
式， 采集了数千名肛肠病患者的相关
数据， 为淮安地区肛肠疾病系统化流
行病学分析奠定了基础。
通过普查发现， 很多严重的大肠
肛门疾病是完全可以做到早发现、早
治疗的，特别是结直肠肿瘤。 临床相关
数据显示，40岁开始，恶性肿瘤发病率
进入快速上升期，医学专家也建议，40
岁以上人群每年做一次结直肠肿瘤筛
查。 同时，平时就有便血、便秘或腹痛、
腹泻症状者， 有肿瘤家庭史者， 有熬
夜、长期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者，
也都是结直肠肿瘤普查的重点对象。

看名医不用去外地
刘飞教授淮安亲诊
8月11日，作为淮安中山医院特邀
专家之一， 全国中医肛肠专科医疗中
心副主任刘飞教授受邀再次莅临淮安
亲诊。 刘飞教授师从我国著名肛肠病
专家丁义江教授， 刻苦钻研结直肠肛
门良、恶性疾病的外科治疗（痔、肛裂、
肛门脓肿、肛瘘、直肠脱垂、结直肠肿
瘤等）、炎症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克
罗恩病）、慢性功能性便秘的中西医结
合治疗，尤其擅长痔疮、肛瘘、便秘及
大肠肿瘤的手术治疗。
在肛肠领域， 刘飞教授可谓术业
有专攻，德艺双馨，在行业内受到高度
认可，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三
医院肛肠科专家顾问组成员、 苏大附
二院中西医结合分院专家顾问组成
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中华中医
药学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 南京市卫
生系统213人才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
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中医药高等教育临床研究会肛肠分会
常务理事等职，在淮期间，希望能为更
多患有大肠肛门疾病的市民送去健
（钟褀华）
康。

西方一位医生特鲁多墓碑上刻下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
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这段铭言越过时空，久久地流传，至今仍熠
熠闪光。
对于这句铭言，有人说它总括了医学之功，说明了医学做过什
么，能做什么和该做什么；也有人说，它告诉人们，医生的职责不仅
仅是治疗、治愈，更多的是帮助、安慰；还有人说，它向医生昭示了
未来医学的社会作用。 而更多的帮助和安慰则体现在护理人员的
身上。
都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护士是专业的技术人员，又是医
生的左膀右臂，除专业护理的工作外，他们的工作常常触及患者和
家属的内心。
淮阴医院眼科十七病区收治病种以白内障为主， 白内障手术
例数累计已达数万例。 病区设有病床40多张，拥有一支团结协作、
职业素质高的护理团队，现有护理人员共12人，其中副主任护师1
人,主管护师职称3人，护师职称6人,护士职称2人。
优质的护理服务是医疗工作的有力保障。 随着优质护理服务
的深入开展，眼科十七病区把优质服务作为基础护理核心，变被动
服务为主动服务，深入到病房中，了解病人的心理，掌握病人的需
求，努力为患者提供无缝隙人性化服务；积极落实基础护理，为患
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马立华）

世界中医药协会中医美容分会副会长刘宜群

8月18日来山阳草堂国医馆开展讲座
国家级中医美容大师来淮安了， 爱美的你一定不要错过这场
盛宴！ 8月18日下午，世界中医药协会中医美容分会副会长、中国中
医药协会美容分会副主委、《中医美容学》 大学教材主编刘宜群教
授来山阳草堂国医馆开展讲座。 具体安排如下：
1、14：00-15：00开展 《中医美容治疗各种皮肤疾病及女性中
医养生高端论坛》。
2、15：00-18：00开展中医美容治疗皮肤病，黄褐斑，痤疮，色
素沉着，卵巢护理及中医养生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