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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召开全院干部大会医院召开全院干部大会
宣布主要领导调整决定宣布主要领导调整决定

““小别离小别离””后后““大团圆大团圆””！！

1717名我院儿女重返岗位名我院儿女重返岗位，，
““大家长大家长””迎他们回家迎他们回家！！

院领导走访部分科室调研工作院领导走访部分科室调研工作

4 月 30 日下午 4 点，我院为援鄂
医疗队员举办了简短的回家欢迎
会。校党委书记袁寿其、校长颜晓
红、副校长全力，江苏银行镇江分行
行长周元明，我院全体院领导，职能
科室代表、援鄂医疗队队员所在科室
主任与护士长等一同参加了本次活
动。活动由院党委宣传部、工会联合
主办。

校党委书记袁寿其首先致欢迎
辞：“附院十七位逆行勇士以一种‘苟
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
医者担当，第一时间站出来白衣执
甲，请战逆行，义无反顾奔赴了抗疫
最前线。你们诠释了‘自强厚德，实
干求真’的江大精神，也践行了附院

‘厚德精术，仁佑健康’的价值理念。
年初相送，北固山下，飞雪似杨花。
四月春尽，杨花似雪，英雄凯旋还
家。纵有千言万语，但请你们记住：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
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
人！”校长颜晓红专门为队员们写下
了动情的四行诗“飒爽英姿白衣装，
逆行奔赴抗疫场。江滨儿女多奇志，

救死扶伤爱无疆”，并献上鲜花以表
敬意。副校长全力向队员们赠送了
专属邮折和《致敬最美逆行者》纪念
册。

我院院长陈德玉表示：援鄂的战
斗经历，必将成为队员们铭刻一生的
记忆，他们是最美附院人的代表，他
们所展现的精神，将成为医院新一轮
发展新的注脚，这种精神必将激励全
体附院人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当好人
民健康的卫士，为健康事业的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

欢迎仪式上，赵燕燕与黄汉鹏与
大家分享了抗疫故事，全体队员表演
了在隔离修养期间自学的手语舞《听
我说谢谢你》，以表达心中的感谢。
江苏大学在校生胡煜东献唱了抗疫
原创歌曲《青春的黑眼圈》。欢迎仪
式结束后，我院抗疫工作纪实展、摄
影展正式开展。展览通过文字和影
像的形式，真实记录了我院抗疫的前
线和后方，让大家走进附院，走进这
些真切的人物和故事。展览将在门
诊、住院病区巡展。

5月21日，我院组织专家对“数字
化医院综合流程改造”项目进行总体
验收及成果鉴定。专家组通过审核材
料、听取汇报、查看现场运行情况等，
对项目进行系统评估。

在相关领导及部门负责人陪同
下，专家组先后查看了预约系统、自助
机、预约中心、药品SPD签到和自助发
药系统、互联网医院等，对项目设备及
软件运行情况给予高度肯定。

“数字化医院综合流程改造”项目
自 2019 年 1 月由医院验收后运行至
今，对医疗秩序、就诊流程等发挥了积
极作用：收费窗口由16个减少为7个；
人工支付率由 78%降低至 33%；自助

机支付率由 22%增长至 66%；线上支
付率由 0.32%增长至 1.57%；患者总预
约率由 5%增长至 10%，新冠疫情期间
患者总预约率达到 95%；门诊患者满
意度由约90%增长至约95%。

通过项目实施，有效减少了患者
等待时间，改善了患者使用体验，提高
了患者满意度；减少了人工工作量，减
少了人力资源投入，降低医院人员成
本；项目运用品管圈及 PDCA 创新管
理方式，提高了管理效率。

截至目前，该项目共计发表相关
论文 5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项，多
次获得省级奖项。

5月 28日下午，我院在图书馆
六楼报告厅召开全院干部大会，宣
布医院党政主要领导调整决定。
校党委书记袁寿其，党委常委、副
校长张济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马志强出席会议。全体院领导，
院长助理，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中
层干部正职（含主持工作的副职），
科主任，护士长，党支部书记，分工
会主席和其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组织部部长马志强宣读
了校党委关于附属医院党政主要
领导干部任免的决定：任命张济建
副校长兼任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陈
德玉同志为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
学院）院长。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附属医
院党委书记张济建同志作表态发
言，他表示，坚决服从、拥护校党委
的决定，并郑重表态，做到“四个坚
决”：坚定立场，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把好方向，坚决贯彻党委领导
下的院长负责制；强化担当，坚决
推动医院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好表
率，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我们使
命在肩，责任在肩，我将团结好附

院领导班子，带领附院全体同仁，
把握新时代新机遇，锐意创新，真
抓实干，争创一流，为建成国内外
有影响、省内有地位、特色明显的
高水平附属医院而不懈奋斗。”

院长陈德玉表态发言：“今天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一
场新的挑战，面向未来既要有追赶
超越、走在前列的豪情和壮志，更
要有务实苦干、接续奋斗的自觉和
行动。在此，我郑重承诺：永葆赤
诚之心，以忠诚担当与党中央同心
同德；永葆进取之心，以高质量发
展与新时代同向同行；永葆为民之
心，以实干实事与职工同频同振；
永葆敬畏之心，以纪律约束与正气
清风同伴同随。”

原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尹志国
同志将担任京江学院党委书记，他
在发言中谈了几点感受。一是收
获：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有序推进
了公立医院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
责制，和广大干部职工一起掀开了
医院文化建设的新篇章；二是不
舍：当湖北疫情蔓延需要全国驰援
的时候，医院 17 位逆行勇士“不计
报酬，无论生死”，义无反顾地奔赴
异域他乡，扶危渡厄，救死扶伤，这

是凝聚在我们附院人骨子里的“厚
德精术，仁佑健康”价值追求的真
实展现，有这样一种英雄情怀的医
院怎能叫人舍得离开。“一切过往，
皆成序章。我相信，附院新一届领
导班子一定会不辱使命，不负众
望，团结带领全院干部职工在附院
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一路凯歌，
捷报频传。”

校党委书记袁寿其作总结发
言，他说，医院领导班子调整的决
定，是校党委立足加强党对公立医
院的领导，紧扣新时代公立医院的
使命和定位，进一步推进附属医院
高质量发展，经过反复酝酿、慎重
研究作出的，充分体现了校党委对
附属医院改革发展和领导班子建
设的重视和关心。希望全院干部
职工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
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校党委决
策部署上来，全力支持张济建、陈
德玉同志开展工作，齐心协力把党
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不折不扣
地落到实处，共同促进附院事业高
质量发展。

袁书记对附院班子和附院全
体干部职工提三点希望和要求：一
是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
责制；二是进一步加强附院班子建
设和党建工作；三是努力推动附院
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新
班子，新气象。学校党委相信在新
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在全院干部
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附属医院一定
能在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团结和依靠全院职工，攻
坚克难，开拓创新，推动医院改革
发展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早日建
成高水平大学附属医院和高水平
三甲医院，为学校“双一流”创建和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近日，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我
院党委书记张济建带队走访部分
科室调研工作。

6月2日上午，张济建来到门诊
查看疫情防控和复诊开诊情况，并
到急诊科了解工作。随后，他分别
慰问了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周亚平、
普外科主任医师程国祚、呼吸科主
任医师张兰石、儿科主任医师顾兆
坤等老专家代表，听取他们对医院
发展的意见建议。慰问结束后，他
又先后走访调研了儿科、心内科、
呼吸科、血液科、放疗科、化疗科、
检验科、中心实验室、肝胆脾胰外
科、胃肠外科、甲乳科、ICU、妇科、
产科等一线科室，与科室主任、护
士长、中青年医护骨干进行交流，
了解科室的整体发展状况及人才
队伍建设情况，听取他们对医院运
行、专学科建设、科研教学等工作
的意见建议。

6月5日上午，张济建在副院长
陈吉祥、袁国跃陪同下，视察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慰
问一线工作人员。他察看了应急

发热门诊、普通发热门诊及预检分
诊处等，详细询问疫情防控工作情
况及病人收治情况，向一线工作人
员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要慎终
如始、毫不松懈地抓好疫情防控，
精准落实常态化防控举措，切实织
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他叮
嘱一线工作人员要加强自我防护，
既让病人放心，也让家人安心。

6月9日上午，张济建在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殷朝峰，副院长李遇
梅陪同下，走访调研了感染管理
科、工会、离退休管理办公室、一期
临床研究中心等科室，与科室人员
进行交流，了解各科室的业务工作
及人员配备等情况。在感染管理
科调研时他强调,医院感染防控是
保证医院安全的基石，要认真吸取
疫情防控中的经验和教训，对院感
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要严格按照规
范落实到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充分发挥大学附属医院优势，积极
利用院校合作的方式开展院感科
研工作。在工会调研时他提出，工
会要系统总结分析历届职代会上

职工提出的对医院发展有价值的
提案，对未解决的问题要找出抓手
和突破点，推动工作；要通过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及时了解和
掌握职工所思所想；要多谋划、求
发展，充分发挥工会的桥梁纽带作
用。在离退休管理办公室调研时
他指出，离退休管理办公室与离退
休党总支要主动服务，关注离退休
老同志的思想动态，关心关爱老同
志的身心健康，发挥老同志光和
热，认真听取老同志对医院发展的
意见和建议。在一期临床研究中
心调研时，张济建听取了中心关于
药物试验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并
看望慰问了中心工作人员。

““数字化医院综合流程改造数字化医院综合流程改造””项目项目
接受现场验收及成果鉴定接受现场验收及成果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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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主任说，像吴玲这样患有严重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是不
宜怀孕的，发现怀孕也应当在早期终止妊娠。健康的身体是成功
孕育宝宝的前提，但女性患有一些疾病时不能怀孕，以免影响胎
儿和母体健康。如果女性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肾病、结核病及严
重高血压、糖尿病等对妊娠有重大影响的疾病时，应当采取避孕
措施，不宜怀孕。

当然，有基础病并不意味着就永远不能要宝宝。赵主任说，
目前该院产科就有一名心脏畸形的产妇，通过手术治疗后达到备
孕标准，孕期密切监测，最终诞下健康宝宝。

“广大备孕女性需要提前对自身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赵主任
提醒，此前可能没有基础疾病的，也不能保证产后不可预见性疾
病的出现，为了安全妊娠，应当做好备孕期和孕期的各项检查工
作，以健康的状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产妇心跳产妇心跳骤停骤停、、子宫破裂子宫破裂，，
胎儿呼吸窘胎儿呼吸窘迫迫
我院上演我院上演““生死救援生死救援””，，众医生合力将母子从众医生合力将母子从““鬼门关鬼门关””拽回来拽回来

胸腺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随着
生长发育逐渐退化，胸腺瘤便是起源于
该处的肿瘤，是胸外科常见的一种前纵
隔肿瘤，常见的并发症是重症肌无力，
一经诊断即应外科手术治疗。

上纵隔解剖关系复杂，毗邻心脏大
血管，传统的手术方式是用胸骨锯锯开
胸骨暴露纵隔，手术创伤大，术后病人
刀口疼痛较重，恢复相对慢；切口感染、
胸骨不愈合、手术后钢丝影响生活等并
发症多。随着胸腔镜微创诊疗技术的
发展，现已经广泛用于纵隔肿瘤的手术
切除，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术后病人痛
苦小的特点，已经逐步代替传统开胸手
术。

由于所有胸腺瘤都是恶性或者潜
在恶性的病变，因此一经发现均应及时
手术切除，而且手术时绝不能仅仅切除
肿瘤病变本身，而是要彻底切除胸腺肿
瘤、胸腺及前纵隔脂肪组织，同时避免
损伤血管、气管、心脏、神经等。

胸腔镜的手术入路又分成三种途
径，经左、右侧胸壁，经剑突下切口。剑
突下胸腔镜技术用于纵隔肿瘤的微创
治疗，是目前最高精尖最前沿的手术路
径，剑突下胸腔镜手术将传统胸腔镜的
侧胸壁切口改至剑突下，具有以下优
势：

1.术野开阔清晰，可以将胸腺上极
及两侧脂肪组织完整切除，同时能够准
确有利并保护重要神经，能够到达传统
手术解剖禁区；

2.手术创伤小，肌肉对手术器械不
敏感，术后基本可以达到无痛，恢复快，
术后当天即可下床活动；

3.减少了对胸膜腔的刺激，缩短手
术时间，术后甚至不需要放置胸腔闭式
引流，减少了术后并发症；

4. 缩短住院时间，节省住院费用，
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病例：
患者为援藏教师，援藏期间，觉乏

力、睁眼困难，午后症状明显，在西藏自
治区医院体检，查胸部CT，提示前纵隔
直径约 2.5cm结节，考虑胸腺瘤伴重症
肌无力可能，建议手术治疗，由于肿块
与左无名静脉关系紧密，西藏自治区医
院建议手术方式采用经胸骨正中切口，
即需要锯开胸骨，切口长约 20cm，创伤
较大，住院时间长，并发症多，恢复慢。

患者非常焦急，一方面是自己的援
藏事业，一方面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由
于肿块所在部位特殊，正好位于心脏、
主动脉及左无名静脉前方，如果现在不
接受治疗，后期手术难度将更大，甚至
需要置换血管，但是如果接受了胸骨正
中切口手术，由于切口手术损伤巨大，
则短时间内无法回到热爱的工作岗位
上。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患者回到家
乡，找到我院胸心外科副主任医师郁
珲。郁珲仔细查阅患者影像学资料后，
认为可以采用剑突下切口胸腔镜下胸
腺扩大切除手术方式，彻底切除胸腺肿
瘤、胸腺及前纵隔脂肪组织。经过充分
的术前准备，手术历时90分钟，完整、彻
底切除胸腺肿瘤、胸腺及前纵隔脂肪组
织，术中出血约 10ml，术后 6 小时患者
即能下地活动，术后三天顺利出院，经
过短暂休养后，患者将返回热爱的援藏
岗位上去。

从劈开胸骨正中切口，到传统侧胸
壁胸腔镜手术，再到剑突下切口胸腔镜
手术的演变，体现了我院胸心外科微创
技术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了我院胸心外
科前纵隔肿瘤微创手术技术已达到国
内前沿水平。

很多人
把生孩子形
容为鬼门关
里走一遭，
而对于患有
严重心脏病
的 产 妇 而
言，这道关
更要凶险百
倍。4月 15
日，一辆疾
驰的救护车
从丹阳径直
开往我院，
车上是一名
45 岁 孕 33
周的高龄产
妇，由于风
湿性心脏病
发作，诱发
房颤、呼吸
窘迫，到达
医院时，已
经测量不到
血 压 和 脉
搏，命悬一
线。在多科
医生争分多
秒的抢救过
程中，产妇
又发生心跳
骤停、子宫
破裂，险象
环生，一场
“生死救援”
就此展开。

高龄产妇突发心脏病，
孕期检查一概没做

今年 45岁的产妇吴玲（化名）来自贵州，和丈夫一直在丹阳
打工。此前已经生育过三个孩子，这是第四胎。三年前吴玲就
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但一直没有正规治疗，只是零星吃点民
间偏方。去年12月初，在丹阳当地医院做超声检查时，提示已孕
3月多，后来一直没做任何孕期检查。

近两个月以来，吴玲经常觉得胸闷气喘，但不是非常严重，
到了 4月，症状明显加重，甚至不能平卧了。15日，觉得实在撑
不下去的吴玲，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丹阳当地医院就诊。心脏
彩超提示其左室增大、双房增大、中度肺动脉高压、风湿性心脏
病可能；产科超声提示胎心率快（166/分）；心电图提示房颤，心
率199次/分。病情十分危重，医生建议其立即转院，后由救护车
直接转运至江大附院。

五科医生联手救治，
力挽狂澜拼得母子平安

由于情况紧急，而产妇并没有做核酸检测、血常规等相关检
查，所以医院立即开通了专用通道，启用专用隔离手术室，医护
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严阵以待。同时，产科主任赵小苏集结了
麻醉科、心内科、新生儿科、重症医学科等相关科室专家，准备开
展多学科联合救治。

到达医院急诊时，吴玲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不能平卧，只能采取半卧位。血压测不出，脉搏测不出，床边
超声、心电图提示房颤、胎心快，心内科医生会诊认为产妇随时
有心力衰竭危及母子生命可能，立即将其转送至手术室。

“根据超声和家属提供的线索判断，产妇孕周在 33周左右，
当下情况十分危急，母子均有随时死亡的可能，必须立即行紧急
剖宫产术”。产科主任赵小苏说，产科、心内科、新生儿科、麻醉
科专家一同穿戴好防护装备，进入手术室开展联合救治。

进入手术室后，迅速插管给予呼吸机支持，在全麻下行紧急
剖宫产术。胎儿刚娩出，手术室里却接连遭遇险情。产妇突发
心跳骤停，与此同时，疤痕子宫导致子宫下端破裂出血；胎儿由
于长时间宫内窘迫，出现呼吸困难，新生儿评分只有 3分（满分
10分）。

一时间，险象环生。然而，手术室内并没有方寸大乱。赵主
任说，各科医生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开展“生死救援”。赵主任联
合麻醉科医生给产妇做心肺复苏；产科副主任医师马小艳专心
缝合子宫；心内科医生立即为产妇给予药物抢救；新生儿科主任
卢红艳对胎儿迅速进行复苏处置后将其转至新生儿科救治……

很快，产妇心跳有了，各项指标开始好转；胎儿在新生儿科
插管上呼吸机，生命体征平稳。产妇术后进入 ICU救治时，再次
发生心跳骤停，经过全力救治，终于转危为安。目前，产妇已经
离开 ICU，进入心内科救治，新生儿在 20日撤掉呼吸机，由于复
苏治疗及时，没有发生缺氧缺血性脑病，明日即能出院。

专家提醒：
什么人不宜怀孕？

介入超声微波消融
不开刀就能“烧死”眼眶肿瘤

不开刀就能“烧死”肿瘤？这种在
很多人看来天方夜谭的想法，如今已经
成为现实。日前，江大附院超声医学科
联合血液科，在超声引导下，用细针为
52 岁的周俊（化名）完成了左眼睑部肿
瘤的微波消融治疗。

周俊患银屑病已有 30年，2018年 3
月，他因额面部肿块在当地医院就诊，
但未取得理想效果，于是三个月后又辗
转至江大附院，被确诊为蕈样霉菌病。
今年5月，周俊面部皮疹明显，左眼睑持
续肿大，直径达到了10厘米左右。皮肤
的高张力导致其左眼睑局部破溃、渗
出。由于化疗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经血
液科与超声医学科共同讨论，一致决定
为周俊进行消融治疗。

5月9日，周俊接受左眼睑肿物超声
引导下微波消融治疗。术后局部压迫
症状缓解，一周后，肿块缩小，皮肤症状
明显好转。

超声医学科主任陈宝定介绍，超声
引导下微波消融是在超声引导下，把微
波针直接穿刺到肿瘤部位，组织内的极
性分子在微波场的作用下高速运动，互
相摩擦产生热量，在肿瘤内迅速升温，
当温度升到60℃左右时，癌细胞蛋白质
变性凝固，导致不可逆的坏死，同时对
其他组织的影响非常小，抑制肿瘤细胞
的扩散。

“相对传统肿瘤治疗方法，超声引
导下微波消融可以直接作用于肿瘤细
胞，具有安全、损伤小、恢复快、不损伤
免疫系统等优势，适合中晚期、不能开
刀、术后复发或转移性肿瘤的患者。”陈
宝定表示，随着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
肿瘤靶向治疗已成为近年来发展最为
迅速的肿瘤治疗手段之一，它集现代医
学影像技术、药物治疗、生物、基因技术
等一体，代表着21世纪肿瘤治疗的最新
发展方向。

得了胸腺瘤，
如何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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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派出的所有援湖北医
疗队员圆满完成任务，平安返镇之
后第 24 天，由我市组建的第 30
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再出发——
11 名来自我院的医务人员，以及 1
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9 名
我市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起，
于 5 月 6 日 抵 达 南 京 参 加 培
训。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将于三个
月后，乘坐专机飞往桑给巴尔岛，
在当地开展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活
动。此次援非的 11 名我院医务
人员，来自普外科、消化内科、放射
科等多个科室，均为副高及以上职
称，在临床救治、医院管理方面有
着丰富的经验，他们将以良好的医
德医风和务实奋进的工作作风全
力做好援外医疗工作。据了解，与
第 30 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共同
参加封闭式集训的，还有由苏州市
组建的第16期援圭亚那医疗队，以
及由苏州市、镇江市、苏州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和省太湖康复医院共
同组建的第 16 期援马耳他医疗
队，三支医疗队共 43 名队员在为
期三个月的培训期间，将努力提升
英语及综合素质，为援非工作的开
展打下坚实基础。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此次培训时长压缩，但
内容不减，队员们选择牺牲晚上和
周末的休息时间“补课”，所有人的
压力很大，尤其作为医疗队队长的
王一茗，不仅要接受内容繁杂的培
训，同时还要关心队员的生活起
居，这让一向睡眠极佳的她，常在
凌晨惊醒。不过，对于正在面对和
即将面对的困难，王一茗已经做好
心理准备——一年前，当王一茗报
名参加援非医疗队时，她刚与在江
苏大学材料学院任职的丈夫新婚
不久，当时，身边的亲友都劝她“再
想一想”，但是作为党员，作为医院
的针灸科的中坚力量，王一茗坚决
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是头脑发

热，我是下定了决心要去非洲！”王
一茗了解到，我院援助的桑给巴尔
是世界最不发达地区之一，医疗资
源和技术极度缺乏。在全球疫情
蔓延之际，医疗队勇敢出征远离祖
国的非洲大陆，参与当地的诊疗任
务，就是为了通过临床带教、手术、
培训等各种形式，指导疫情防控，
传授医疗技术，进一步提高当地医
务人员的整体水平，巩固医疗援非
的积极成果。回想起刚到南京时，
在江苏援外医疗队培训班开学典
礼上，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李少冬
对卫生援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的重要意义的深刻阐述，王一
茗心潮彭拜，对自己所做的援非选
择更加笃定：“援非是国之重任，也
是自我提高、丰富人生的机会，作
为一名青年医生，我想去这个世界
任何需要我的地方！”这是王一茗
的心声，也是所有医疗队员的共同
心声。

我院援非队员集结南京接受专项培训
5 月 6 日，2020 年江苏援外医疗

队培训班开学典礼在南京举行。我
院11名队员参加本次集中培训，做好
援非前的“充电”工作。

开学典礼上，省卫健委副主任李
少冬深刻阐述了卫生援外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意义。他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上宣布将“健康卫生行动”纳
入未来重点实施的“八大行动”，并提
出升级改造50个医疗卫生援非项目、
优化援非医疗队、开展医疗巡诊等重
大举措，开启了新时代援非医疗的新
篇章。新时代卫生援外工作需要各
派人单位统一思想、齐心协力，需要
全体队员奋发有为、开拓创新，并从

提高政治站位、重视团队建设、坚持
党建引领、提升综合素质、做好后勤
保障等五个方面就如何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医疗队出国前培训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第 30期援桑给巴尔
医疗队队长、我院针灸科主任王一茗
作表态发言。

第 30 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由镇
江市组建，第16期援圭亚那医疗队由
苏州市组建，第16期援马耳他医疗队
由苏州市、镇江市、苏州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和省太湖康复医院共同组
建。从今年 5月起，三支医疗队共 43
名队员在江苏援外医疗队培训基地
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出国前英语及综
合素质培训。

援非是国之重任援非是国之重任，，我想去这个世界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想去这个世界任何需要我的地方！！””
——访第30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队长王一茗

2020庚子新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的
肺炎疫情肆虐，没有硝烟的“战役”在全国打响。我院
17名医护骨干代表镇江力量远赴湖北，义无反顾走上
了最前线；全院职工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守护家乡。
主动请战的白衣战士，坚守发热门诊的医护骨干，昼
夜忙碌的急诊蓝衣，站好前哨的后勤值守，为互联网
医院顺利运行通宵忙碌的工程师，不断向医院送来物
资的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太多太多的他们，组成
了抗疫一线的生动画面。

用镜头叙事，以影像传情。在医院宣传科、摄影
社团的组织下，众多摄影爱好者拿起镜头，记录下了
这场“战役”中的珍贵影像。

通过本次抗疫专题摄影展，向坚守抗疫一线的他
们致敬，向每一位带给我们温暖和感动的人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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