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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9 日 上
午，市人民医院召开 2021 年
第11次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
（扩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会议由党
委书记郜锦华主持。医院党
政领导班子成员，各总支书
记、大科主任，党务科室、院
办公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学习了《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公报》《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的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
十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郑
栅洁在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
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郑栅
洁在参加淮北市代表团审议时
的讲话》等内容。

郜锦华要求,要结合医院
工作实际，做好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的学习传达贯彻

落实工作。在深入学习上下
功夫，学习宣传会议精神，是
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责
任，各总支、支部、科室要迅
速组织学习，深刻领会会议
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提
高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
要把学习会议精神同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
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结合起
来，与推进医院“十四五”规
划及完成2021年目标任务结
合起来，推动医院更高质量
发展；在努力思考上下功夫，
要结合为全市人民健康服务

的职能定位，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努力提升综合服务
能力，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健康保障；要在医院迎
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历史交汇
时期，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积极参与医院“新阶段、新院
区、新作为”主题大讨论活
动，围绕新老院区发展规划，
新阶段医院的发展定位，新
院区科室布局、学科建设、平
台打造、人才培养，新作为

“我该怎么干”深入思考、集
思广益，提供具有建设性、高
质量的“金点子”；在践行落

实上下功夫。要高标准落细
落实会议精神，全力推进党
的建设、医疗业务、学科建
设、科研教学、人才建设等各
项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对卫生健康服务的需求；
要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
紧迫感和危机感，不断自我
加压，拉高标杆，持续提高医
院核心竞争力；要牢牢把握
新院区搬迁运营的重大发展
机遇，凝心聚力、苦干实干，
以只争朝夕的工作状态推动
全院各项工作的整体提档升
级。

市人民医院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11 月 22 日，安徽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安徽省第四届

“江淮名医”人选公示。市人民医院
党委委员、副院长、放射医学专业主
任医师任千里，妇科主任、妇产科专
业主任医师张爱英名列其中。至
此，市人民医院已有“江淮名医”7
名。

“江淮名医”是安徽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根据《关于实施新时代“江

淮英才计划”全面夯实创新发展人
才基础的若干意见》和《“健康安徽
2030”规划纲要》要求，选拔出的从
事临床一线工作 20 年以上，取得高
级职称 5 年以上，医疗服务业绩突
出、医术精湛并有较高知名度、医
德高尚的医疗专家，是对长期从事
临床一线工作专家的高尚医德、专
业水平和学术造诣的充分肯定。

“江淮名医”评选严格，含金量高，
入选者都是全省医疗战线的佼佼
者。

本报讯 11 月 18 日，长
三角普惠医疗健康发展联盟
理事长王桂松、秘书长张冬
丽、副秘书长黎先霞一行到
市人民医院走访座谈。市卫
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尤敦
宇，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郜
锦华，党委委员、副院长任千
里，副院长刘永刚及相关科
室负责人参加座谈。

长三角普惠医疗健康发
展联盟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
合作交流办公室指导，沪苏
浙皖百余家优秀医疗机构、
康养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及
专家学者共同组成。联盟着
重构建公共卫生和科普传播
平台，落实“需求导向、行业
引领、协同整合、服务社会”
的精神，推行一体化诊疗规

范，整合优质医疗资源、聚焦
学科能力和人才建设、实现
信息资源共享，建立优势互
补的长三角一体化医疗健康
联合体，以健康长三角的成
功经验带动周边区域医疗健
康事业的发展。

郜锦华代表医院向王桂
松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详细介绍了市人民医院的

发展历程和工作规划。郜锦
华表示，自今年7月加入联盟
以来，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流，
此次联盟来院走访座谈，将进
一步加强双方的密切合作。
我院即将迎来新院区搬迁启
用的重大发展机遇，希望联盟
在这个重要发展时期，以学科
医联体建设为主导，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为我院发展

提供更多支持。
王桂松表示，此次走访

交流，旨在了解医院的实际
需求，以学科医联体建设为
抓手，实现资源共享、联合发
展真正落地见效。淮北市人
民医院具有良好的医疗基础
和巨大的发展空间，联盟将
整合上海地区优质医疗资源
和各领域的医疗专家，围绕

医院发展目标，从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技研发、临床诊
疗、教学指导、学术交流等方
面进行合作交流、联合发展，
推动淮北医疗技术全面提
升。

尤敦宇在讲话中表示，
淮北与上海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渊源深厚。此次交流，
将进一步促进我市医疗技术
的提升和专业人才引进。希
望联盟加强对我市公共卫生
事业支持，围绕人民所需，实
现优质资源共享，切实提升
淮北医疗水平。

会上，围绕建设脑病诊
疗中心、肿瘤诊疗中心、心脏
大血管中心、胃肠镜中心等
重点学科开展了座谈，各临
床科室负责人介绍了科室发
展情况，张冬丽、黎先霞就临
床实际需求作了发言。

会后，王桂松一行参观
了建设中的新院区。

长三角普惠医疗健康发展联盟理事长王桂松一行来院走访座谈

本报讯 11月17日，省卫
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督查组到市人民医院督导检
查疫情防控工作。市卫生健
康委三级调研员赵善新等陪
同检查。

督查组对医院门急诊预
检分诊、发热患者转运、发热门
诊、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和感控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实地走访调
研，重点了解儿童发热患者从
门诊就诊、转运到发热门诊后
的挂号、缴费、诊疗、抽血与核
酸标本采集、留观等诊疗流
程。督查组对市人民医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及院感防控等工
作给予肯定，对发现的问题提
出整改建议，希望医院总结经
验做法，坚持不懈，继续全力守
护百姓健康。

市人民医院严格落实常

态化疫情防控 25 条要求，抓
牢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
节，采取科学、精准的防控措
施，持续强化疫情防控力度，
通过实施预检分诊、发热门诊
闭环管理、严守门诊第一关、
谢绝住院患者探视、强化院感
控制、加强人员培训等防控措
施，形成全院联动、群防群控
的防控工作机制，全力筑牢疫
情防护屏障，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

本报讯 近日，首届中国公共卫
生医院联盟年会暨第一届粤港澳大
湾区传染病医院院长论坛在深圳召
开。会上，中国公共卫生医院联盟
正式成立，共有来自45个城市的65
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联盟单位，淮
北市人民医院位列其中。

中国公共卫生医院联盟由深圳
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发起成立，
通过搭建一个覆盖科研、管理和培
训的全国性平台，共同做好公共卫
生防控、应急管理、医疗救治等工
作，融入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通过开放课题、人才培养等项

目，帮助基层医院提升科研水平和
公共卫生防控能力。

据发起单位深圳市第三人民
医院院长卢洪洲介绍，联盟成立后
将构建一张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医
院网络，今后一旦出现传染病疫
情，基层医院可以迅速进行预警监
测，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测疫情，可
以将疫情消灭在早期，避免疫情大
规模扩散。

市人民医院将以此为契机，与
联盟各成员单位加强交流、深化合
作，借助平台拓展临床诊疗思维，不
断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进
一步提高诊疗、教研及管理水平，积
极推动公共卫生事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

本报讯 “大哥，现在恢
复的怎么样啊，有按时来复
查吗？”“现在恢复得很好，伤
口也好多了，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太感谢杨教授了！”这
是不久前市人民医院肝胆外
科郭医生的回访电话。患者
孙某以皮肤巩膜黄染急诊住
院，经检查发现肝门部胆管
占位，患者及家属就想着到
外地再看看，郭医生告知他
们，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
肝胆医院杨广顺教授在市人
民医院建立了工作室，定期
会来为患者诊疗。

8月14日，杨广顺教授来

院后，为患者进一步检查，诊
断为肝门部胆管癌。在杨教
授的指导下，市人民医院肝
胆外科为患者实施了“胆管

病损切除术+肝门淋巴结清
扫术+胆囊切除术+肝胆管-
空肠吻合术”。手术成功将
患者患病胆管及胆囊切除，

患者黄疸消退，身体恢复良
好。

此类手术需在患者胸腹
部“开大刀”，患者出血多，手
术风险大，复杂程度高，而且
在外地就诊费用较高。市人
民医院通过医联体建设，建
立专家团队淮北工作室，把
患者留在本地，在家门口看

“大专家”，减轻了患者的经
济负担，得到了最优质、最便
捷的治疗。

近年来，市人民医院积
极“招才引智”，与上海、南京
等长三角城市的各大医院加
强联系，引入先进、优质的医
疗专家团队定期来院坐诊、
指导手术。目前，市人民医
院与长三角地区海军军医大

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杨广顺
教授团队、上海交通大学附
属瑞金医院胸外科李鹤成教
授团队等 16 家知名医疗机
构、重点科室挂牌成立1个紧
密型医联体、1个中心、3个专
科联盟、3 个工作站、11 个工
作室，专家来院坐诊 171 次，
教学查房138次，学术讲座36
次，指导开展疑难手术435例
次。

通过医联体建设，使广
大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知名专家的高水平医疗技术
服务，同时促进了医疗技术
水平的提升，实现了医患双
方共赢，为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的难题探索了新的解决路
径。

安徽省“江淮名医”公示

市人民医院又有两名专家入选

本报讯 11 月 19 日至 20 日，市
人民医院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举办2021年淮北市肛肠协会省级继
续医学教育班。市人民医院负责同
志出席并致词。来自省内外的6名
肛肠学科专家及30名医护人员参加
了线下会议。

会议邀请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王
晏美教授，海军医科大学附属长海
医院张卫教授、隋金珂教授，安徽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明院长，
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樊平教

授等省内外知名肛肠、结直肠外科
方面专家现场授课，并就“直肠前突
诊疗进展”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及
肛肠学科的建设和实践、发展和现
状等进行了交流与探讨，为参会人
员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会
议同时对直肠癌、直肠前突、混合痔
及肛瘘等手术进行实时直播，线上
观看人数达7000多人次。

此次教育班展示了肛肠学科发
展的现状和前景，提高了医院肛肠
科医护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将推
动市人民医院及淮北地区肛肠学科
进一步发展。

市人民医院举办
肛肠协会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

首批中国公共卫生医院联盟名单公布

市人民医院位列其中

市人民医院积极强化医联体建设“招才引智”

家门口看病实现“医患共赢”

省卫健委督查市人民医院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
医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
急处置能力，切实做好疫情
常态化管理下医疗救治工
作，11月13日，市人民医院组
织医务人员到市传染病医院

开展新冠肺炎患者应急处置
演练，模拟新冠肺炎患者接
诊转运、医疗救治和感染防
控全过程。

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尤墩宇，市卫健委医政
医管科科长胡涛以及第三方
医院院感、感染、重症监护、
护理、影像、检验等相关专家

组成演练综合考评小组，对
演练的各个环节进行点评。

市人民医院作为淮北市
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承
担全市突发新冠病毒感染患
者的诊疗救治工作。此次演
练结合市传染病医院实际情
况，以接诊 1 名“确诊新冠肺
炎患者”，应对多种病情变化

和意外事件，模拟临床“真实
场景”，从患者接诊、事件上
报、救护转运、住院治疗、医
疗诊断、基础护理、检查检
验、环境物表消杀、职业防
护、职业暴露处理、医疗废物
处置、污水处理、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与配送等各个环节
进行一个全方位、细致入微

的演练，在为病患提供及时
救治的同时，以更加安全的
措施化解风险，确保医务工
作人员“零感染”。

此次演练客观真实地反
映了医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为在
实战中达到快速、及时、有效
处置奠定了坚实基础。

市人民医院开展新冠肺炎应急医疗救治演练

本报讯 11 月 24 日下午，市人
民医院通过网络远程直播课堂方
式，线上收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卫生法学专家、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医院管
理项目特聘教授孙东东作“如何做
好科主任”专题讲座。医院临床、
医技、职能科室主任 70 余人参加学
习。

孙东东教授从医疗机构与医务
工作者的法律关系、科主任在医疗
机构中的角色定位、科主任工作内
容及工作侧重点三个方面，就科主
任的价值体现、如何加强科主任管
理、科主任的工作内涵和发挥科主
任在医院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等，发
表了独到的见解。

此次专题讲座是市人民医院开
设的“人医大讲堂”课程之一，也是
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人民医院远程直播课堂开讲

杨广顺教授（中）来院坐诊。 ■ 摄影 通讯员 李春辉

省督查组认真检查。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李骏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王丹

■ 通讯员 李骏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李骏
摄影 通讯员 李春辉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王丹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蒋一宏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王丹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王蕊 李骏

■ 通讯员 李骏
摄影 通讯员 李春辉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医院肛肠
外科成功完成全市首例“腹腔镜直
肠癌根治术+末端回肠造口术(noses
手术)”，在手术治疗直肠癌腹部无切
口、超低位保肛术上实现了新突破。

73 岁的屈某来院做肠镜检查，
发现距肛门3-7㎝处有溃疡，浸润病
灶、组织脆，活检容易出血。完善盆
腔核磁共振相关检查后屈大爷被诊
断为直肠癌改变。在肿瘤科予以直
肠癌同步放化疗2个多月后，在直肠
指诊时，直肠前壁距离肛缘3㎝处触
及一个约 4×3㎝的溃疡肿块，肿块
形状不规则，质硬、活动差，退指指
套有暗红色血染。由于病变距离肛
门仅仅只有3cm，手术治疗保肛难度
极大，而传统手术往往需要切除肛
门，这将给患者生活上、心理上带来
很大负担。

医院肛肠外科团队经过多次讨

论、研究，最终制定出合适的手术方
案，决定为屈大爷在全麻下行腹腔
镜直肠癌根治术+末端回肠造口术
(noses手术)，在根治肿瘤的同时保住
肛门。以往手术多采用吻合器、闭
合器切除吻合，这次采用经肛门切
断直肠，直肠、乙状结肠经肛门脱
出。切除直肠及部分乙状结肠，在
肛门直肠内手工缝合，不仅避免了
腹部切口，且避免了吻合器、闭合器
的使用，减轻了病人的经济负担。
该手术相比传统的腹腔镜结直肠癌
手术遗留的 5-8cm 小切口，进一步
做到了腹部无切口，术后仅留下5个
直径1cm左右的trocar孔，愈合后几
乎看不到瘢痕。手术顺利完成，目
前屈某恢复良好。

该项手术的完成填补了我市在
这一技术领域的空白，标志着市人
民医院腹腔镜技术又上新台阶，为
淮北及周边地区超低位直肠癌患者
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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