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2 日袁县委副书记马利阳一
行就扎实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莅
临我院开展现场督导调研遥 县卫健局
领导尧 院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
责人陪同调研遥

县领导实地查看了门诊大厅袁发热
门诊等地袁听取院长吴国平尧常务副院

长皇甫秋强等院领导关于疫情常态化
工作的汇报袁对预检分诊的流程 袁发热
门诊的布局尧功能袁核酸检测能力袁物资
储备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袁并详细询问
儿科发热门诊楼尧负压手术室等项目的
建设情况遥

县领导对我院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袁同时指出袁桐庐县第一人民医
院是我县疫情防控的重要技术力量袁 要持
续抓实抓细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袁 强化院
感防控各项措施袁提升疫情管控能力袁全力
确保疫情防控野前哨阵地冶万无一失袁筑起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牢固防线遥

渊宣传科 陈琪冤

县领导督导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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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常委会调研“最多付一次·舒心就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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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3日上午袁县人大常委会华健主
任尧潘晓萍副主任袁县人大常委会老领导
吴耀尧孙关昌尧王斌鸿尧魏成生和部分县人
大代表一行莅临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对

野最多付一次冶工作推进情况开展调研遥 县
医保局尧 县卫健局和我院负责人陪同调
研遥
调研组一行抵达医院后袁 首先实地体

验就医流程袁包括门诊大厅开通舒心就医尧
自助机挂号袁诊室使用野舒心就医冶就诊等袁
随后来到门诊五楼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

管理中心渊MMC冤桐庐分中心进行参观袁详

细了解了中心按照 野一个中心袁 一站式服
务袁一个标准冶原则袁对代谢性疾病患者实
行全人尧全过程标准化管理的模式遥

完成实地体验后袁调研组与我院领导
班子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在行政楼四楼会

议室进行座谈遥 我院医共体院长吴国平对
医院 2019 年业务指标袁2020 年上半年度
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思路袁以及医院的
三年行动计划作了工作报告遥 县卫健局副
局长何金巧对我县近几年外出就医的疾

病谱做了基本介绍遥 县医保局局长王国荣
介绍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改革的情况遥

县人大常委会老领导尧专家委员们和
人大代表们在听取介绍后袁针对医疗事业
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遥 最后袁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华健对本次座谈做了总结遥 他对桐
庐一院医共体当前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袁
同时希望医院通过补全发展短板袁加强对
外合作袁引进优质资源等措施来进一步提
升医疗服务水平袁在新医院的建设上各部
门协调沟通尧紧密合作尧无缝对接袁并鼓励
大家通过共同的努力将卫健事业建设得

更好遥
渊院办 葛静静冤

音 9月 22日袁桐庐县第一人民
医院工会委员会换届选举暨第九届
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
开遥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
生了新一届工会委员会 5名委员院
洪钟亮尧卢群亚尧季荣娟尧卢黎飒尧申
屠雄芽遥 洪钟亮任新一届工会委员
会主席遥 会上还一致通过了 2013-
2019 年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工会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袁2019年工会经
审工作报告袁工会换届选举办法渊草
案冤遥 职工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叶2019
年-2020 年上半年的工作报告曳尧
叶2019年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0年财
务预算报告曳叶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绩效方案 2020年微调整说明曳遥

渊党办 卢群亚冤

音 国庆节尧 中秋节前夕袁为确
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尧欢乐尧祥
和的节日袁 在总院及医共体成员单
位分别进行了安全生产工作的自查
自纠袁 消除安全隐患的基础上袁9月
29日上午袁 县府办副主任程子鹏一
行来我院督导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
全生产工作遥 渊后勤保卫部 倪可人冤

音 10月 1日上午袁桐庐县第一
人民医院医共体举行国庆升旗仪
式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1周
年遥县卫健局副局长何金巧袁医共体
院长吴国平袁 党委书记赵立飞等领
导班子成员和 200多名党团员尧干
部职工尧 退休职工代表参加升旗仪
式遥 渊宣传科 陈琪冤

音 10月 1日零时起袁根据桐庐
县医疗保障局尧 桐庐县卫生健康局
联合下发的 叶桐庐县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方案曳渊桐医保[2020]22号冤文件
精神和工作安排袁 我院全面执行新
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遥

渊财务科 吴学瑾冤

音 重阳节前夕袁为了丰富退休
职工文化生活袁 搭建老同志思想交
流平台袁增进身心健康袁感受自然美
景袁 体验人文氛围袁10月 19日要20
日袁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全体
退休职工开展淳安游活动遥 桐庐县
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副院长包谷全
程陪同袁 与工作人员一起做好后勤
保障工作遥

渊院办 葛静静冤

音 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工作要求袁有效应对可能出现
的疫情袁 提高全院职工的防控意识袁
加强员工技能水平袁10月袁桐庐一院
医共体院感科组织总院全体员工进
行了野个人防护用品穿脱及手卫生技
能培训冶遥培训共分 4个批次袁行政职
能科尧临床医技科尧外包公司等工作
人员共计 1000余人参加遥

渊院感科 陈晨晨冤

为圆满完成 2020 年的攻坚任务袁开
启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服务能力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实施篇章袁10月 9日晚袁 桐庐
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职工大会暨医疗

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会隆重

召开遥县卫健局党委书记尧局长胡亚明袁县
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余力银袁县卫健局党委
委员尧副局长何金巧袁桐庐一院医共体党
政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遥 医共体全体 1000

余名员工袁分别在报告厅主会场现场和综
合会议室尧党员活动室尧1号楼 4楼教室尧6
号楼 3楼教室尧6号楼 4楼教室以及凤川尧
江南尧富春江尧新合院区等 9 个分会场通
过钉钉视频参加会议遥会议由党委书记赵
立飞主持遥

会议上袁 领导们进行 2019年各类荣
誉宣读袁行风社会监督员聘任尧责任书签
订尧 科主任宣誓袁80周年云院庆宣布启幕

和 野满意双提升冶十大举措发布遥
县卫健局党委书记尧 局长胡亚明袁我

院院长吴国平袁党委书记赵立飞分别发表
讲话遥最后袁会议在全体员工合唱院歌叶爱
如春天曳中圆满落幕遥全体员工精神振奋袁
纷纷表示袁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袁只争
朝夕的精气神袁对照目标尧携手并肩尧奋战
百日袁共同为推进医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浴 渊宣传科 陈琪冤

擂起攻坚战鼓 吹响奋进号角

医共体职工大会隆重召开



10月中旬袁野满意双提升冶十大举措之
一袁野智慧食堂冶上线运营遥桐庐县第一人民
医院医共体引进智慧支付系统袁 打造智慧
食堂遥职工只要刷刷手机尧刷刷脸就可完成
取餐支付遥

野现场来排队袁也不需要带饭卡袁直接
手机二维码扫一扫或者刷脸袁 比之前节省
时间袁比较方便遥冶来就餐的职工一边刷脸袁
一边点击确定键袁5秒即完成了支付遥

员工提前在医院钉钉办公系统内的
野智慧食堂冶进行人脸绑定后袁到食堂取餐袁
可以直接刷人脸就显示出来了袁 省去了以
前拿卡的过程遥没有绑定人脸识别袁也可以
在排队的时候提前打开野智慧食堂冶内的就
餐二维码袁 直接在这里刷下二维码就可以
取餐了遥
为了便利医疗一线的医务人员就餐袁

智慧食堂系统还提供送餐服务遥 手术室尧B

超室等午间或晚间需要加班的员工袁 可以
提前在手机的智慧食堂 APP上点好菜肴袁
选择好送餐科室详细地址遥 食堂到了就餐
时间袁会及时将饭菜送到科室内袁让医务人
员节约时间袁免于奔波遥手术室的医护们非
常喜爱这项服务遥 野我们做手术袁很容易错
过饭点袁有食堂按时送餐袁感觉很幸福浴 冶

携手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
发展运动医学专科

10月 26日袁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骨科牵手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袁正式签
约合作遥 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
阳袁我院院长吴国平出席签约仪式遥 此
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将建立起长期尧紧密
的技术协作关系袁 为实现多方共赢袁为
桐庐骨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遥
自 11月 5日渊周四冤起袁浙江省人民

医院骨科的关节和运动医学专家每周
四下午均会来我院进行坐诊袁有肩尧肘尧
髋尧膝尧踝等关节疾病的桐庐患者袁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省级医院知名专家的技
术遥 首诊第一天袁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
的关节和运动医学专家为 10余名患者
进行了诊治袁并开展了一台手术遥

野我有点感冒尧咳嗽袁昨
晚有点发热袁 应该挂哪个
科钥 冶野我最近腰疼袁医生您帮
我看看钥 冶野我是老年机袁没有
健康码噎噎冶10月 21日袁一
场特殊的门诊就诊体验在桐
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展开遥 医
院在野满意双提升冶十大举措
中特聘的社会监督员化身患
者袁现场野把脉冶就诊流程袁发
现和提出问题遥 医院刀刃向
内袁 力求直视问题袁 着力解
决袁优化服务流程袁改善服务
态度袁提高沟通技能袁推进舒
心就医遥

此次活动采取暗访形
式遥 社会监督员们体验进入
医院到门诊医生接诊的全过
程袁涵盖门诊大厅入口亮码尧
测温袁 窗口挂号袁 自助机挂
号袁到各诊间候诊就诊袁退费
等各个环节遥 就诊体验结束
后袁 社会监督员至医院会议
室进行座谈遥 社会监督员体
验过程袁聊细节谈感受袁提出
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袁 并对
下一次的体验活动提出建设
性意见遥

医院现场组织相关部门
进行汇总分析袁 之后将就存
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落
实袁做好持续质量改进袁不断
优化门诊环境及推进各项举
措袁 为老百姓提升就医体验
打下扎实基础遥今后袁桐庐县
第一人民医院将持续结合三
医联动袁六医统筹工作方案袁
落实工程师深挖信息 野痛
点冶袁社会监督员上岗野把脉冶

等一系列野刀刃向内冶的举措袁主动破
解患者看病难的问题袁 切实优化就医
流程袁提高工作效率袁力求为病人提供
高效尧安全尧快捷尧优质的门诊服务遥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报2

“满意双提升”十大举措

2020年 10月 31日

EICU入住患者 提升急诊急救水平
为了优化急诊患者的接诊尧救治等

流程袁 医院急救医学中心 EICU和急诊
病房开放袁现已开始收治病人袁逐步实
现院前急救尧抢救复苏尧重症监护尧观察
转归一体化救治体系袁进一步提升急诊
急救方面规范化尧系统化的水平袁完善
急救体系袁让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接口
更加标准尧顺畅遥

工作餐补助增加 改善员工生活
从 10月起袁 全院职工增加了 150

元/月/人的工作餐补助袁 改善和保障了
员工生活袁使员工切实感受到医院的关
怀和温暖遥

10月 9日袁在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职工大会上袁桐庐一院医共体重磅发布了野满意双提升冶十大举措遥 让患者满意袁让员工幸福遥 医院正稳步落实每一项
举措袁截至 10月袁医院已完成 6项举措的实施袁计划年底前完成十大举措的全面落地遥 今后袁医院将持续以提供优质服务袁提升员工尧患者满意度为目标袁推动医院
发展袁营造更为和谐的就医环境遥

为贯彻落实全县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精神袁进一步提高群众就医
获得感和满意度袁 10 月 18 日袁 由桐庐
卫生健康局主办袁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承办的白内障免费手术 野百日惠民冶活
动正式启动遥 活动一经推出后袁受到广
大市民们的热烈欢迎遥 不少市民前来我
院眼科中心就诊遥 野我真是太高兴了浴以

前什么都看不清袁现在窗户外面的叶子
也看得清清楚楚浴 冶 作为白内障免费手
术活动的第一位受惠者袁王大伯心情非
常激动遥 免费白内障手术后重现了清晰
的世界袁他连连对医院医护人员们举起
大拇指遥

住在王大伯隔壁病房的申屠阿姨也
是昨天刚完成手术遥 今早医生为其摘下
纱布的那一刻 袁 她连连喊道院野我看见
了浴我看见了浴我连瓦片也看见了浴现在
的政府好袁 医院也好袁 一分钱不收帮我
治好了眼睛 袁 以后走台阶都不用扶着
墙袁也不会总是磕磕碰碰遥 冶申屠阿姨双
手合十袁感激万分遥

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袁 所有有效参
加桐庐县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白内障患者渊不含自
费及中断参保的人员冤 均可参加活动遥
据统计袁截至 11 月 6 日袁白内障免费手
术共有 145 人预约袁完成手术 88 人遥

白内障免费手术为患者擦亮眼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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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野满意双提升冶工作袁提升医疗
服务能力和水平袁今年 9月袁桐庐一院医
共体宣布推出野优质服务岗位冶评选这一
重要举措袁并解析了叶野满意双提升冶工作
实施方案曳袁叶野优质服务岗位冶 考核方案曳遥
10月袁首次野优质服务岗位冶评选前 6名出
炉渊窗口尧临床科室各 3名冤遥在全院院周会
上袁院长吴国平袁党委书记赵立飞为荣获
野优质服务岗位冶 的内镜中心尧 输液留观
室尧皮肤科尧妇产科尧十病区尧十一病区等 6
个科室颁发流动红旗袁全院通报表扬遥
针对野满意双提升冶工作袁自 2020年 5

月开始袁医院进行宣传发动袁全院动员袁各
科室以各种形式认真进行动员部署袁进行
野满意双提升冶工作全院大讨论袁共收到各
类有效意见及建议 375条遥 医院各职能科
根据 375条意见建议按时间节点全面落
实整改计划和整改措施袁并将落实进展情
况向全院职工公示遥 同时袁医院还开展服
务礼仪培训袁 院领导一对一联系科室袁逐
步完善绩效方案袁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袁引
进随访满意度调查系统完善服务评价系

统袁成立一站式医患沟通服务中心等各项
举措遥

今年年底袁医院还将推出一系列计划
并落实袁同时在 2020年底对野满意双提升冶
工作整体开展情况进行评价袁 总结经验袁
以期建立服务提升的长效机制遥

“优质服务岗位”评选启动

智慧食堂高效就餐
实现“刷脸”吃饭

宣传科 陈琪



为了提高基层慢病管理能力袁健全慢
病全周期健康管理新模式袁 今年以来袁桐
庐一院医共体建设将基层医院建设
野MMC (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冶分
中心作为一项重点工作遥经过前期的准备
工作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导
师的现场指导袁10月袁 桐庐一院医共体凤
川院区和富春江院区野MMC冶分中心先行
建立并开始试运行遥

野MMC冶分中心所有的场地建设与设
备添置 袁 人员管理及病人入组均按照
野MMC冶的质量标准执行遥 每个分中心配
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各一人袁健康教育室
一个袁集咨询袁问诊袁检查袁健康教育为一
体遥现在袁患者们在基层就能享受到野一个
中心冶袁野一个标准冶袁野一站式服务冶的规范
化慢病医疗服务遥

依托桐庐一院医共体总院的野MMC冶
技术与管理支持袁目前凤川尧富春江两个
院区的 野MMC冶 各有数例病人入组 遥
野MMC冶分中心对入组病人先评估袁评估
后进行相应的治疗与随访袁必要时与总院
野MMC冶中心联系为病人做进一步检查与
治疗遥总院在两院区开设全要内分泌科门
诊袁并在每周派糖尿病专家至两院区坐诊
与学科交流袁共同对慢性病人进行规范化
治疗与健康教育遥 因此袁病人不需要再往
返总院袁只要在基层医院就能得到规范化
的管理遥 而且袁野MMC冶的平台管理和总院
专家的交流指导袁对提高基层医师慢性病
的医疗管理技能大有裨益遥

桐庐一院医共体总院院区自 2018年

成立 野MMC冶渊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冤以
来袁 已入组 800余例代谢性疾病患者袁主
要是糖尿病和肥胖症患者遥 通过野MMC冶
平台的管理袁患者可以体会到在 MMC中
心便捷规范的治疗尧随访与健康教育遥 自
医共体成立以来袁桐庐一院医共体便积极
探索慢病管理新模式袁通过医共体建设切
实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袁逐步实现优质
医疗资源共享袁推进分级诊疗袁为慢病患
者提供便捷尧规范尧全程的医疗服务遥 此

次袁桐庐一院医共体野MMC-1+X冶模式首
先在凤川尧富春江院区落地尧推广袁助力慢
性病管理袁明年计划继续在新合院区与江
南院区建设野MMC冶分中心袁实行医共体
内野MMC冶全覆盖袁实现糖尿病管理的分
级诊疗和院内院外联动管理的目标袁最终
将野双向转诊冶和野分级诊疗冶政策落地实
现袁提升百姓就医获得感袁为我县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尧安全尧高效的医疗
卫生服务遥 渊医共体协调中心 吴华英冤

9月 17日晚袁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医
共体 野抗疫纪事冶 读书会在报告厅成功召
开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何小华袁县政府办公
室副主任余力银袁县卫健局党委副书记尧副
局长胡轶群袁县档案馆副馆长邱忠春袁县图
书馆副书记尧副馆长刘帅袁健康报医患友好
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水根袁 杭州特扬健
康信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俞志新袁 杭州特
扬健康信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徐步云袁健
康报浙江记者站驻地记者郑纯胜袁 县域民
宿负责人代表袁县中医院尧妇保院团支部代
表袁桐庐一院医共体领导班子尧全体中层干
部尧全体叶抗疫纪事曳作者尧各科室团员尧通

讯员 240余人参加了读书会遥
在疫情持续向好并进入常态化防控

之后袁桐庐一院医共体在短短的一个月时
间内袁 征集到了 80多篇出自一线医务人
员之手的抗疫故事袁在经过叶健康报曳专家
的编辑后袁遴选出 49篇最美野逆行冶故事袁
在 7月底编印成叶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医
共体新冠肺炎疫情抗击纪事曳一书袁并且
立即在 8窑19第三个中国医师节大会上进
行了首发仪式遥 字里行间袁一线医务人员
们以平凡的事迹尧淡定的心态尧通俗的语
言记录下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尧 所见所
闻尧感受体会袁弥足珍贵遥 现书籍已被县档

案馆收藏遥
本次读书会袁基于叶桐庐县第一人民医

院医共体新冠肺炎疫情抗击纪事曳一书袁通
过音视频资料尧回忆报告尧访谈交流的形式
对书中提到的战野疫冶事迹及事件记录的心
路历程进行深入地了解和探究遥
隔离病房护士长王小莲袁 临时党支部

书记费鑫法袁驰援武汉医疗队队长钭杰袁隔
离病房护士周丽红四位代表回忆抗疫纪
事遥各位领导尧嘉宾和作者代表分别接受了
访谈遥 现场的每一帧视频袁每一句话语袁都
将大家带回到 2020年春节这场惊心动魄尧
异常艰难的战野疫冶之中遥 在场的每一位都
是抗疫大战的亲历者袁 对于嘉宾们的分享
交流袁大家都感触颇深遥
读书会上袁院长吴国平尧党委书记赵立

飞还将 叶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冠
肺炎疫情抗击纪事 曳尧 叶富春巷陌洒精
诚要要要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八十年史话曳
两本书赠送给图书馆和民宿代表袁 用于展
示尧收藏尧存档遥

活动在温暖人心的桐庐县第一人民医
院院歌要要要叶爱如春天曳中落下帷幕遥本次读
书会袁进一步展示医院员工战野疫冶的决心与
坚持以及写下文章时的辛酸与感动袁更展现
院领导在 野后战疫时代冶 应对的正确决策遥
叶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冠肺炎疫情
抗击纪事曳为野桐医人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留
下 野足迹冶袁 也用医院员工自己的事迹和经
历袁为今后的疫情防控常态化提供经验和借
鉴遥接下来袁在常态化防控时期袁我们医务人
员依然会坚持做人民的健康卫士袁守护百姓
的身体安康遥 渊宣传科 陈琪冤

用声音的力量激励 做人民的健康卫士
要要要野抗疫纪事冶读书会

9月 24日袁 桐庐县第
一人民医院与桐庐县内 1
家妇幼保健院袁4家基层卫
生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袁
通过医疗资源整合袁 正式
建立胸痛中心区域协同救
治模式遥 此次签约标志着
胸痛中心区域协同救治平
台正式建立袁 将进一步完
善桐庐地区胸痛中心绿色
通道建设体系遥

仪式现场袁 我院院长
吴国平代表院胸痛中心与
县妇保院尧 富春江中心卫
生院尧 凤川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尧 江南中心卫生
院尧 新合乡卫生院签署了
胸痛中心区域合作协议袁
标志着六家医疗单位在胸
痛中心建设尧协作尧发展尧
双向转诊等方面达成共
识袁 共同承诺为胸痛患者
提供及时尧快捷尧合适尧高
效的诊疗服务袁 建成一条
真正的绿色通道袁 挽救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生命袁
为桐庐地区老百姓提供更
优质的医疗服务遥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医共体投资近千万引进的
数字化血管造影机袁 是全
县唯一的一台 DSA 血管
造影设备遥 2019年 11月袁
DSA正式投入使用遥 医院
心血管内科率先开展手
术袁 截至 2020年 9月袁已
完成近 800 例心血管手
术袁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遥

我院心血管内科是桐庐规模最
大袁介入实力最强的专科遥 为整合院
内外各学科医疗资源袁建立区域协同
快速救治体系袁2020 年 1月我院成
立胸痛中心袁整合了急诊科尧心血管
内科尧胸心外科尧呼吸内科尧消化内
科尧皮肤科等多个学科袁采用快速尧标
准化的诊断方案袁为胸痛患者提供更
准确尧更快速的诊疗通道袁实现从患
者发病尧120转运到入院后检查尧紧急
抢救等过程的无缝对接袁第一时间建
立起患者生命急救绿色通道袁为桐庐
及周边地区民众健康保驾护航遥
签约仪式结束后袁我院心内科李

晓岚主任作了 叶区域协同救治体系
胸痛中心的基本概念曳尧叶在胸痛中心
建设和流程优化过程中需要医院解
决的主要问题曳专题培训讲座遥 下一
步袁胸痛中心将展开全面培训袁对院
内临床一线科室尧 辅助科室及行政
后勤科室和协议合作单位全体人员
实施胸痛中心教育培训计划遥

渊宣传科 陈琪冤

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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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川、富春江院区“MMC”分中心试运行
野MMC-1+X冶模式助力基层慢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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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1日下午袁我县以视频形式召开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野三医联动冶野六医统筹冶工作推进会遥会上袁县卫健局表彰了爱岗敬业尧甘于奉献的
第一届桐庐卫生健康事业野桐君奖冶获得者和恪尽职守尧锐意进取尧扎实工作的野青年英才冶遥

第一届桐庐卫生健康事业“桐君奖”
陈国良袁上世纪六十

年代袁他是绿色军营中一
名深受官兵欢迎的卫生
兵遥 退伍后袁他几次换工
作袁但始终不曾野换冶下他
深爱的白大褂遥在长期的
医疗实践中袁 他不断地
野充电冶尧野放电冶袁 只想在
救死扶伤这条路上走得

更远遥 在担任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大外科主任期
间袁他有序地开设了脑外科病区和骨科病区袁在消
化系统尧泌尿系统尧乳腺肿瘤等方面的救治做出巨
大贡献遥 几十年的行医生涯袁他救人无数袁收获了患
者的信任袁收获了同事的爱戴遥 退休后他依然在桐
庐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工作 15年袁用仁心仁术袁为患
者送去健康的希望浴

周林芬袁 她从事妇产
科专业 40余年袁无数小生
命从她手上哇哇降临无数
产妇在她救治下转危为
安遥 1984年她从担任医院
妇产科主任那一刻开始袁
便把守护野母婴安全冶当成
自己一生的神圣使命遥 为
改变当时我县妇幼工作起

点低的现状袁她积极投身我县妇幼工作的开展与指导袁
长期兼任桐庐卫校讲师袁 同时用心地对医院年轻骨干
进行野传帮带冶袁使医院妇产科水平逐步提高袁妇产科人
才不断涌现袁产妇死亡率逐年下降遥 经过 10年左右时
间的积累袁我县产妇死亡率已经低至省市前列袁并且一
直稳定在这一水平遥 1995年袁在全科人员共同努力下袁
县第一人民医院创建获得了全国野爱婴医院冶称号遥

黄水明袁他是一位优
秀的野领头人冶遥任县第一
人民医院院长期间,他先
后开设了 ICU尧 血透室尧
急救中心等袁为桐庐县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他是一名优秀
的医生袁在内科心血管专
业领域 野精耕细作冶40

载袁用高超的医术袁让无数心内科疑难危重症患者
的生命重焕光彩浴 如今已年过花甲的他袁依然奋战
在救死扶伤的工作岗位上袁 近十年每年完成 10000
多例心血管病诊疗人次遥 从医以来袁他实现 0医疗
事故袁0医疗纠纷袁0病人医疗服务投诉遥 他一生获
得荣誉无数袁可最让他感到骄傲和欣慰的袁还是这
三个大大的野0冶浴

第一届桐庐县卫生健康事业“青年英才”
万大勇袁主任医师袁我院神经内科主任袁县 511第

一层次人才遥 市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神经内科学组
委员,省睡眠障碍学会委员遥 先后在上海瑞金医院及浙
江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进修学习,对帕金森病尧老年痴
呆等神经性疾病具有独到见解遥 参与省卫生厅立项课
题 1项,主持杭州市科技局课题 1项,县科技局科技项
目 5项,发表论文 6篇遥 连续多次被评为优秀带教老师,
2015年被评为桐庐县百名优秀员工遥

万明发袁主任医师袁我院泌尿外科副主任袁市 511
人才遥市中西医结合委员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尧市泌尿
外科男科分会委员尧市泌尿外科结石组成员遥从事泌尿
外科 20年袁 擅长泌尿外科各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袁对
男性性功能障碍尧不育症尧前列腺疾病的诊治有一定的
经验袁 熟练掌握输尿管镜及尿道前列腺电切等泌尿外
科各类常见疾病的各种手术遥 主持杭州市科技局和县
科技局课题各 1项遥 发表论文 5篇遥

陈奇翰袁主任医师袁我院神经外科副主任袁县 511
第一层次人才遥 从事脑外科诊疗工作 20余年袁擅长各
类颅脑损伤的诊断尧手术治疗及各类脑血管袁颅内肿瘤
的诊断治疗遥在脑出血尧颈动脉狭窄手术治疗上有丰富
的经验遥作为桐庐县神经外科学科带头人袁先后主持了
市科技局项目 1项袁县科技局科研课题 2项袁发表 SCI
论文 3篇遥 曾获得援贵州榕江优秀工作者称号遥

陶鸿杰袁 主任医师袁 我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袁省呼吸慢性气道学组组员袁市 131第三层次人才遥
在 20余年的工作中袁 擅长对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
COPD尧支气管哮喘等慢性气道病尧肺部感染尧肺部肿
瘤的诊治遥熟练掌握支气管镜技术及相关介入技术袁在
县内积极开展支气管镜下冷冻尧 小超尧 胸腔镜等新技
术遥 主持市科技局项目 1项袁县科技局科研课题 1项袁
发表论文近 10篇遥

“狮心鹰眼妇人手” 胆大心细解病痛
要要要野桐庐工匠冶卢国春

近日袁 桐庐县总工会公布第
二届野桐庐工匠冶名单遥 我院大外
科主任卢国春光荣上榜袁 获得第
二届野桐庐工匠冶荣誉称号遥
卢国春袁 现任我院大外科主

任袁 在全县率先开展各类腔镜微
创手术近 20项袁曾多次获野优秀
医师冶野县十佳医师冶等称号袁并获
野杭州市技能操作能手冶称号遥 尽
管已从业近 38年袁但他把每一台
手术都当做第一台来对待袁野狮心

鹰眼妇人手冶是他工作时的常态遥
患者们亲切地称为他 野卢一刀冶遥
2000年起袁 他在全县率先开展腹
腔镜胃癌根治术尧 腹腔镜结直肠
癌根治术 渊尤其超低位直肠癌保
肛术冤尧 腹腔镜全结肠切除术尧腹
腔镜疝修补术尧 腔镜食道癌根治
术尧单孔腔镜肺癌根治术尧各类腔
镜微创手术近 20项袁率先独立开
展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尧 高位胆管
癌根治术等各类高难度手术遥 他

形容外科医生应该具备 野狮心鹰
眼妇人手冶遥 野当外科医生需要有
强大的内心袁 面对不确定的情况
时才能沉着冷静遥 冶卢国春说袁这
一颗强大的心脏既来源于病患的
肯定又来源于自身不断磨炼遥

一旦拿起了这一把手术刀袁
这一生就要用它来为患者解除病
痛遥这是卢国春毕生的追求袁在微
创手术这条路上袁 他要干到拿不
动手术刀的那一天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