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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州市外国专家局和以色列高级专家组

织的大力支持下，9月 21日 -28日，以色列神经

外科专家 NevoMargalit教授来到扬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进行为期 8天的交流访问。

9月 21日上午，在西区医院行政楼 400会议

室，院领导单清，神经外科、人事处等相关科室负

责人为其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据了解，Nevo

Margalit是以色列顶级神经外科专家，目前供职

于以色列 Sourasky医疗中心。接下来的交流工作

中，Nevo医生将与市一院神经外科专家进行交

流。

访问期间，Nevo教授参观了市一院神经外

科病房、ICU、手术室、急诊科以及门诊部，与各科

室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中肯建议，详细了

解了医院神经外科医疗技术开展情况，包括听神

经瘤、复发室管膜瘤、脑干血管母细胞瘤等手术

开展情况，观摩了神经外科实施的眼动脉段动脉

瘤夹闭、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等手术，并亲自主

持垂体瘤的手术。Nevo教授还就颅底手术的病

例与神经外科医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此期间，Nevo教授与市一院外科副主任、

神经外科武永康一同参加了在镇江举办的“扬镇

泰三市神经外科年会”，在会上作了题为“Skull

BaseSurgery”的报告，就欧美神经外科先进诊疗

理念和技术，与参会代表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宣传处）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促进医院学科建设
———以色列神经外科专家访问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为了完成地市级医院建设国家投资

项目，切实改善东区医院就医环境，扬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于 9月底启动了东区医

院 2号楼改造工程。为配合改造工作顺利

进行以及全院医疗工作的平稳有序开展，

经过前期充分准备，9月起，在医务处、护

理部、总务处、信息处等科室的共同协助

下，医院分步骤陆续对部分病区进行调整

及搬迁。

8月 29日，4号楼 4楼原乳腺外科 21

病区全部迁入 2号楼 7病区进行大外科合

并。

9月 7日起东区 6病区胸外科病房全

部迁往西区医院胸外科。

9月 12日起东区 22、23病区烧伤科、

泌尿外科、口腔科、耳鼻咽喉科、眼科病房

全部迁往西区医院相应科室。东区口腔

科、眼科、耳鼻咽喉科门诊就诊时间延长

至晚 21时。

9月 15日，东区急诊病房 27病区搬

至 4号楼 5层。

9月 19日，东区 7号楼 15病区所有

病人按病种分别转入 16和 18病区，17病

区老年科及内分泌科病房全部迁至 4号

楼 6层。

9月 23日 -24日，东区 2号楼原神经

内科病房迁至 7号楼 1层；原心内科病房

迁至 7号楼 3层；普外科、神经外科、儿外

科、骨科、乳腺外科 5个

专科组成综合外科迁至 1

号楼 5层；手术室分别迁

至 6号楼 3层和 1号楼 4

层 ；ICU 迁 至 2号 楼 1

层；日间病房全部迁入迁

往西区医院门诊日间病

房。

至 9月底，东区各病

区已全部调整到位。据统

计，2号楼改造期间，东区

医院床位数为 462张，较

前减少了 338张。为了尽

量减少东区住院患者床

位紧张的问题，给患者提

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各病区医务人员克服办

公用房紧张的困难，尽量

将医生办公室、医生值班室、储藏室、辅助室

等合并起来，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住院患者。同

时，医院制订了一系列医疗工作保障方案，对

专科病人收治、床位管理、急救设备转运等进

行规范。各专科严格控制平均住院日，提高病

种收治质量，加强业务学习，保证医疗安全质

量，确保东区医院改造顺利平稳地渡过。

（医院办公室）

近日，市一院召开第 28届白求恩杯竞赛动员，副

院长单清在会上作动员报告。本届“白杯赛”活动主题

是“争当医改实践者，争创服务新品牌”。竞赛活动是对

既往“细节感动患者、真情温暖职工、社会理解卫生”内

容的延伸和提升，重点通过参与“三赛三创三提升”来

推动医改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 （宣传处）

———东区医院各病区调整搬迁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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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过渡 全新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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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岑参《巩北秋兴寄崔明允》

生命，只要你充分利用，它便是长久的。 ———塞内加

健康家园

日前，由市一院超声科独立申

报并主办的《乳腺癌超声诊断及新

进展》及《前列腺癌比较影像学及

介入诊断》学习班在扬州市会议中

心召开，会议旨在提高全省相关专

业人员乳腺癌及前列腺癌的诊疗

水平，吸引了来在全省 100多名同

行、专家参加。市一院院长刘歆农、

扬州市医学会秘书长高玉春、江苏

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候任主委

谭旭艳参加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学习班上，来自省内外多位专

家如谭旭艳、李澄、詹维伟、杨斌、

叶新华、刘万花、陈亚青等为大家

带来了精彩纷呈的学术专题讲座。

市一院影像科副主任、扬州市首位

超声医学博士戚庭月在会上做《超

声造影在前列腺疾病诊断中的应

用》的专题讲座，向大家重点介绍

了前列腺超声造影的典型表现及

诊断价值；超声科主任孙红光教授

的《乳腺癌与 BI-RADS分级》通过

对多个典型病例的剖析，向与会者

详细解读了乳腺癌的各种超声表

现及 BI-RADS分级在临床工作中

的重要作用。此外，扬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泌尿外科王小祥、病理科主

任丁永玲及甲乳外科副主任诸林

海分别为大会做了专题讲座，使与

会者对前列腺癌及乳腺癌的临床

与病理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本次学习班会场学习氛围浓

厚。学员普遍反映各位专家的专题

讲座内容新颖，引人入胜。

超
声
科

!

举
办
两
项
江
苏
省

继
续
医
学
教
育
项
目

C

9月 11日，由江苏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

办、扬州市医学会、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协办的江苏省第十八次神经病学学术会议在扬州

召开。会议吸引了来自省内外 600余名代表参加，

收到论文 300多篇。扬州市一院院长刘歆农、省医

学会秘书长徐秋云、江苏省神经病学主委徐运等参

加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会议就江苏省神经科学界一年来的学术研究

和工作总结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多名专家作

专题讲座：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主委蒲传强教授讲

“特发性炎性肌病诊治进展”、江苏省神经病学会主

委徐运教授讲“脑脊髓血管病诊疗策略的临床研

究”、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科主任高志

强讲“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诊疗指南 2014版解

读”、德国专家 Wolfgang讲“脑白质病变的最新临

床研究进展”、扬州市神经病学主委张新江教授讲

“眩晕后残余头晕的临床研究等。

会议期间，学会组织部分参会专家到江都区送

医送教，开展了义诊、查房、专题学术讲座等活动。

会前还组织了江苏省神经科规培师资培训会。

神经内科：
协办江苏省神经病学年会

近日，由市一院承办的 2015扬州市真菌临床研究学

习班在扬州成功举行，来自扬州市 50余名主任、专家、同

道参加会议，医院科教处负责人出席活动。

会上，来自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冉

玉平教授与参会代表分享了真菌病方面的临床资料和诊

治流程；我院皮肤科主任陈菊萍介绍了“复方倍他米松注

射液联合复方甘草酸苷片治疗进展期白癜风的疗效观

察”；李燕华介绍了“甲氨蝶呤联合薄芝糖苷注射液治疗难

治性湿疹的疗效观察”。

会后，与会代表纷纷表示，通过参加学习班，大家收获

颇多，拓宽自身的诊治思路，对少见病又有了新的认识。

皮肤科：
举办 2015扬州市真菌临床研究学习班

学术研讨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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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短暂，切不可猬琐偏狭。———狄斯累利

健康家园

9月 24日，中秋前夕，人事处、医

务处负责人受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刘歆

农嘱托，先后来到市一院援圭医生戴

勇、李清峰、刘美玉家属工作科室，以及

援疆医生夏光伟家中，亲切看望援圭、

援疆医生家属，并送上慰问金，向他们

致以中秋祝福。

医院肯定援圭、援疆医疗队员及家

属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援

圭、援疆医疗队员在他国、他乡为医院

甚至为国家争光，医院也会尽力解决家

属的工作、生活困难，医院对家属们积

极支持队员安心援圭、援疆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援圭、援疆医疗队员家属感谢医院对她们的关

心和慰问，并表示会一如既往地照顾好家庭，全力支

持队员们圆满完成援圭、援疆医疗任务。 （宣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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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一院检验科微生物室

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感谢信。这封感

谢信不是来院就诊的患者写下的，

而是自家医院血液内科全体医务

人员写来。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前段时

间，市一院血液内科收治了一位 27

岁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化

疗后出现持续高热，给予抗感染治

疗，并给予各种退热药，效果都不

理想。主治医生在其发热时常规给

予血培养，血培养的第二天恰逢节

假日，但微生物室的同仁们却放弃

了节假日的休息，观察发现血培养

真菌生长，立即通知了血液内科。

真菌败血症临床少见，治疗难

度高，死亡率达 30%-50%，对一个

中性粒细胞几乎为 0长达 20天的

患者，死亡率更是可想而知。根据

血培养结果，血液内科的医生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经过精心治疗护

理，使患者转危为安。

因此，血液内科全体医务人员

致信检验科微生物室，感谢他们的

无私奉献，为他们挽救患者生命争

取到了最佳时间。一件日常的小事

却充分体现了全院医务人员爱岗

敬业，团结协作，在各自平凡的岗

位上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

护航、默默奉献。 （宣传处）

今年 9月 12日是第十六个“世界

急救日”，主题是急救与老龄化人群。

为更好地让社区居民了解救护知识与

理念，11日下午，市一院健康扬州社区

行活动走进文明共建结对的跃进桥社

区，举办关于家庭急救方面的健康知

识讲座，急诊科夏乐医师为辖区居民

主讲“救护车到来之前”。

夏医师向大家强调急诊自救意

义，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应尽可能早地

采取救护措施，为抢救病人赢得最佳

抢救时机。夏医师讲解并演示了现场

急救应采取的初步措施，使居民们了

解在危机时分应如何应对。他的讲解

通俗易懂，又非常实用，居民们听的津

津有味，受益匪浅。

讲座结束后，医务人员为社区居民进行了免费骨密

度筛查。

通过这次活动，社区居民提高了自救互救意识和学

习救护知识的兴趣，也懂得了自救互助的一些基本常识

和操作步骤。大家表示：急救对老百姓的生活太重要了，

希望这样的活动经常举办，人人学会急救知识及技能，为

自己及他人服务。 （防保处）

9月 28日下午，由扬州市卫计委和扬州报业集团

联合主办的“扬州健康公开课”在市老干部局四楼会议

室开讲。市一院外科副主任、血管外科主任孙蓬以“血管

有多强，生命有多长”为题，为市民们讲授了一堂血管健

康养生讲座，并现场解答了市民提问。

（党委办公室）

图片新闻

9月 16日上午，市一院耳鼻喉科成功为两名先天耳聋儿童免

费植入“人工耳蜗”，该手术是在扬州市首次实施，此次进行人工耳

蜗植入手术的患儿均为中国残联的聋儿救助项目“七彩梦行动计

划”的受益者。手术后，经过语训等，两名儿童将告别“无声世界”。

在市一院进行手术的两名儿童分别是 1岁半的男孩和 5岁的

女孩，均为“双侧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9月 16日上午 8点 30

分，1岁半男孩被送入手术室，主任医师庄远岭等专家成功为他实

施了扬州市首例“人工耳蜗植入术”。随后，另一名 5岁女孩也同样

进行手术。

庄远岭主任介绍，这个手术得益于中国残联的聋儿救助项目

“七彩梦行动计划”，让先天性耳聋患儿重新获得听力，是一项贫困

家庭残疾儿童救助项目。耳鼻喉科积极联系，得到江苏省残联、鼓楼

医院耳鼻喉科的大力支持。这项手术的开展为扬州市患儿提供了方

便，也是耳鼻喉科开展的高难度四级手术。 （耳鼻喉科）

多道人工耳蜗植入在我国开展开始于 1995年，这

项技术已经较为成熟。随着人工耳蜗植入工作的开展，

病例数量的增加，适应症范围的扩大，一些特殊适应症的耳聋病例的人工耳蜗

植入的疗效和安全性也得到了证实，使人工耳蜗植入的适应症进一步扩大。例

如：术前完全没有残余听力患者的人工耳蜗植入；内耳畸形和耳蜗骨化病例的

人工耳蜗植入；合并慢性中耳炎患者的人工耳蜗植入；小龄耳聋患者的人工耳

蜗植入；高龄耳聋患者的人工耳蜗植入。对于语前聋患者的最佳植入年龄是 5

岁之前。

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的区别：

两者都可以称作助听设备，都是通过特殊的电子线路，将外界的声音信号

转化为电信号，再转化为人体可接受的声音信号。不同之处在于，助听器是一种

放大器，可以将外界信号充分放大后，传入听力障碍者的耳道内，通过中耳，再

传入内耳听觉感受器，从而使听力障碍者能够听到这种“放大”了的声音。人工

耳蜗的工作原理不是放大声音，而是位于耳蜗内、功能尚完好的听神经施加脉

冲电刺激，使患者重拾声音。简单来说人工耳蜗是电极，电刺激神经细胞。助听

器在深耳道，是一种放大装置。而人工耳蜗则真正代替了内耳来感受声音。

近日，市一院普外科运用腹腔镜技

术，首次成功为一肝癌患者实施了“腹腔

镜下肝左外叶切除术”，目前已康复出

院。

叶先生今年 33岁，确诊患有左外叶

肝癌，来市一院普外科就诊。经过专家会

诊，制定手术方案，决定实施腹腔镜手

术。在麻醉科的通力配合下，马建明医疗

团队为其顺利施行了腹腔镜下肝左外叶

切除术。术中全腔镜下游离肝周韧带、解

剖第一肝门及第二肝门结构、离断肝脏，

取中腹部绕脐小切口完整取出标本。

据主刀医生马建明介绍，传统肝癌

手术需要经右肋缘下或上腹部开 20公

分以上切口；而腔镜手术分离面小、几乎

无出血、切口小疼痛程度轻，患者能尽快

恢复进食、下床活动，拔除腹腔引流管。

近年来，市一院普外科腹腔镜技术

日趋成熟，相继开展了腹腔镜下结直肠

癌根治术、胃癌根治术、胆总管切开取石

术、巨脾切除 +门体断流术等。本例手术

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我院普外科腹腔镜

技术又迈出了革新的一步。

腹腔镜手术在技术上对于炎性疾病

可以去除病灶，对于肿瘤疾病可以达到

根治目的。其出血少、机体应激程度轻、

恢复快、术后疼痛感受轻、切口外形美观

等优势，已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

（普外科）

耳鼻喉科成功开展扬州市首例人工耳蜗植入术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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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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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外科腹腔镜技术再创佳绩

平凡岗位 不平凡的工作

9月 9日下午，市一院召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工作推进会。会议由田明祥副院长主持。围绕公立医院

改革主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别对江苏省政府医改

配套文件作解读；刘歆农院长作了重要讲话。全院临床、

医技一、二、三级科正、副主任及诊疗组长，护士长及护

理组长，职能一、二级处室正、副主任，党、团、工会各支

部书记、组长参加了会议。

市一院人事处丁亚强处长、经管办刘艳秋主任、医保办

高胜霞主任及财务处陶爱林处长分别对江苏省政府文件

《关于创新公立医院人员编制管理的实施意见》、《关于公立

医院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江苏省公立医

院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支

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

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指

导意见》进行了解读。

刘歆农院长指出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就是要建立可及

的、公平的医疗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率。以药品零差价为

标志的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十月到位，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刘院长要求全院干部职工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增强工

作责任心，明确职责，分解任务，认真细致落实工作措施；在

学习理解的基础上把握改革关键环节；明确思路，突出工作

重点。刘院长指出，在医改中我院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困难，

但是，只要全院职工思想高度统一，同心同德，共同面对，积

极支持医院的各项改革和管理措施，就一定能顺利地完成

医改任务。 （医改办）

市一院召开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推进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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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 名 言

健康家园 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 ———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人生不售来回票，一旦动身，绝不能复返。———罗曼·罗兰

9月 25日下午，扬州

市卫计委在市一院西区医

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市直卫

生计生系统“庆国庆 歌

颂祖国”个人演唱比赛，来

自全市卫生计生单位的

23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市

一院选送的 3名选手在比

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其中

陈俊芳、周悦双获比赛二

等奖，韦青获比赛优秀奖。

（宣传处）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9月 22日下午，市一院西区医院篮球场上格外

热闹，一年一度的职工趣味运动会正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来自全院七个分工会 400多位职工参加比赛，

院领导刘歆农及相关科室负责人一同观看了比赛。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运动会共进

行了“步调一致”、“背部夹球接力”、“跳长绳”、“篮球

运球接力”、“定点投篮”、“飞盘投掷”6个比赛项目。

比赛你追我赶，扣人心弦，趣味盎然，加油声此起彼

伏，精彩场面随处可见。有运动员摔倒了顾不得疼

痛，爬起来继续前进。很多项目通过相互间协作共同

完成，大家在比赛中增强了团结协作精神。正在市一

院进行学术交流的以色列神经外科专家 Nevo，在比

赛间隙也兴致勃勃地参与了篮球运动。整个运动会

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据了解，医院每年举办趣味运动会和其它运动

项目，为职工提供一个交流与放松的平台，旨在加强

职工凝聚力，缓解工作压力。通过运动会，职工们赛

出了团结和友谊，更赛出了健康和快乐。在丰富职工

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职工身心健康的同时，推进了

医院文化建设。 （宣传处）

有 活 力 更 有 爱
———市一院举办第五届职工趣味运动会

步调一致：

第一名 后勤分会；

第二名 内科分会；

第三名 医技分会。

获奖名单

背部夹球接力：

第一名 后勤分会；

第二名 医技分会；

第三名 外科分会。

团
体
比
赛

男子个人定点投篮：

张理、瞿航并列冠军；

匡雄伟、倪飞并列亚军。飞盘点球：

余娟、陆银凤并列冠军；

祝凤霞、王克琴、韦广发并列亚军。

【《健康家园》稿件内容由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

跳长绳：

第一名 医技分会；

第二名 后勤分会、内科分会并列；

第三名 门诊分会。

女子个人定点投篮：

杜芳冠军；赵雯亚军；徐雪季军。

篮球运球接力：

第一名 内科分会；

第二名 医技分会；

第三名 后勤分会。

个人单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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