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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好贯彻好 2023 年江苏省
两会精神，认清形势，精准决策，为全
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
献智慧和力量，1月20日上午，附属医
院党委中心组在行政楼三楼会议室
举行集体学习活动，专题学习2023年
江苏省两会精神。校党委常委、副校
长、院党委书记张济建主持专题学
习，院长陈吉祥等全体院领导参加学
习。

会上，省人大代表、院长陈吉祥
传达了江苏省两会精神。他介绍了
会议日程安排以及本人参会、讨论情
况，重点就省政府工作报告主要精神
进行了传达。

会议指出，江苏省两会是全省上
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江苏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省人代
会审议通过的《江苏省政府工作报
告》体现了全省人民的共同意志，是
推动江苏未来五年发展的“施工图”
和“任务书”，全院上下要深入学习贯
彻省两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省委决策部署和省两会精神上
来，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找准着力
点、结合点，确保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到位。

会议强调，要更加自觉讲政治，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把牢政治方向、担好
政治责任、提高政治能力，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凝心铸魂，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凡
事从政治上考量，自觉在大局下行动，
以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推动
现代化新江苏建设。

会议要求，要锚定目标不放松，
拔高标杆勇争先，迅速行动开新局，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医院 2023
年度重点工作，坚决扛起在区域和地
方医疗卫生健康领域“争当表率、争
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以“敢
为、敢闯、敢干、敢首创”的担当作为，
为加快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作出引
领示范。

党办、院办、党委宣传部、纪委办
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近日，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
发布了《医院蓝皮书：中国智慧医院发
展报告（2022）》，揭晓了 2022 艾力彼
秋季榜，我院荣登 2022 年智慧医院
HIC地级城市医院60强榜单第13位，
相比去年上升 8位，同时跻身 2022年
智慧医院HIC500强榜单第95位。同
期举行了“2022中国医院创新力大会
暨创新科技赋能医管案例大赛”，全国
共有500家参赛医院提交了1500个案
例，经过激烈角逐，我院信息处申报的
案例《互联网医疗背景下融合院内会

诊机制的智慧药品审批系统》和《智能
供应链系统在医院资源全流程管理模
式中的应用》分获“智慧药事管理”和

“智慧医院”类别三等奖。
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GAHA），

是一家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独立第三方
医院评价机构，是中国大陆首个获得
国际认可的第三方医院评价标准。“智
慧医院HIC排行榜”是艾力彼根据地
市级医院规模、医疗技术、医院运行、
学术影响力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比，
从智慧医疗与医管维度、信息治理与

数据决策维度、互联通与智能服务维
度对智慧医院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对
衡量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有重要参
考价值。此次智慧医院排名大幅跃升
以及在案例大赛中取得殊荣，代表我
院智慧医院建设水平已走在全国前
列。医院将借助智慧化手段，进一步
强化医疗质量安全、优化医疗服务体
验、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为医院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袁 寿 其 张 济 建 陈 吉 祥 等袁 寿 其 张 济 建 陈 吉 祥 等
春节期间看望慰问一线医务人员春节期间看望慰问一线医务人员

寅虎辞旧岁，卯兔迎新春。1 月
22 日上午，农历兔年大年初一，校党
委书记袁寿其，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院党委书记张济建，院党委委员、院长
陈吉祥看望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在门诊

一站式服务台、急诊中心、检验、药房
等一线岗位的医务人员，送去新春的
问候和真挚的祝福，感谢他们默默无
闻的无私奉献，希望他们注意身体，认
真值守，确保春节期间的医疗保障服

务安全有序运转，以实际行动为广大
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校党办副主
任石昌瑞，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
袁国跃，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岷陪
同慰问。

我院荣登艾力彼智慧医院我院荣登艾力彼智慧医院
HICHIC地级城市医院第地级城市医院第1313位位

附属医院党委中心组附属医院党委中心组
专题学习专题学习20232023年江苏省两会精神年江苏省两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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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成炬，汇聚星河，温暖相伴，砥砺前行，2023我们续写精彩、共赴美好！

我们的20222022“医”路拼搏“医”路花开
回首2022，在飞逝的时光里，一个个瞬间定格，汇聚成附院人昂扬奋进的星辰大海。

暖心：儿科医生张强默默为患儿垫付医药费，细
微举动彰显医者仁心。

重逢：连体婴30年前手术“分身”，30年后胆囊手
术再遇恩人，守护的初心一直未变。

健康助农：以“三甲助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打通
村民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

复明行动：积极投身“慈善助残复明行动”，帮助
6名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焕新：高标准完成急诊EICU、输血科、门诊预约
登记中心等升级改造，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硬核：国考发榜！医院连续两年获A，位居全国
前列，领跑全市医疗机构。

突破：学科建设取得新突破，皮肤病学获批“十
四五”省医学重点学科。

高光时刻：多家权威媒体齐聚医院，“网眼”发现
江滨精彩，刷屏江滨故事。

坚守：先后派出2000余名医护骨干支援全国各地
及本市抗疫，不舍昼夜、向险而行。岁末年初，战“疫”
进入新阶段，我们夜以继日、旰食宵衣，全力以赴救治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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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滨医院哪些科室好评最多？

产
科
产
科

口碑
盘点 最好的荣誉不是奖杯，而是患者的口碑。江大附院（江滨医院）的医护人员忙碌而坚定地走过了2022，他们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生命至上、患者至上”，交上了一份厚重的“成绩单”，而为这份“成绩单”撰写评语的是患者与家属。
一封感谢信、一面锦旗就是对医疗服务的最好认可，也是最有力的鞭策。据院行风办统计，2022年全院收到感

谢信、锦旗、致电、表扬网帖及表扬意见等共计2036次，其中表扬信77封、锦旗705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022年
度“十大口碑科室”是哪些？

医务工作者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救病患于危难之际；患者给予
医务工作者最高的褒奖，莫过于一句肯定或感谢的话语。医患关系
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惟有相互尊重、相互珍惜、相互信任，才
能创造更多生命的奇迹。江大附院全体医务工作者将永葆初心、践
行使命，把人民群众的健康作为永远的追求。

产后大出血来势凶猛，经历过两次产后
大出血才明白：原来死亡离自己那么近！真
心感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滨医院）产科
团队，感谢我的主治医生马小艳主任、周红
林主任、曹晓霞主任，让我产后得以康复，从
她们身上感受到了江滨医院产科医生高尚
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和蔼可亲的温暖态
度！

——摘自产妇感谢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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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您时，您就把
微信号给了我，并告诉我若
有事情可随时联系。两年
多来，我多次在微信上向您
请教，无论是在上班时间还
是在周末，您都事无巨细地
回复，让我感受到了一位医
生心系患者的大爱情怀。

——摘自患者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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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病情较严重，很多地方增
厚并且有粘连，郁珲主任研究了很久才
决定在哪里插入引流管。他坚持亲自
操作，当胸水引流出来的那一刻，憋闷
了多日的胸口终于舒畅了。郁珲主任
累得满头大汗，正是这样负责、认真、敬
业的好医生没有放弃，我们这些病人才
能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摘自患者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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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医护人员每天几次来到华先
生病床前问长问短、关怀备至，精神状
态稍有好转便向老人和家属汇报，要
老人和家属打消顾虑，减轻思想包袱，
积极配合治疗。经打听，华先生的医
疗团队是：刘培晶主任，医生王翠华、
王小东，护士陈慧丹、周天炎、夏秋、郭
迎秋。“平心而论，我们全家对这个贴
心的医疗团队充满感激之情”华先生
的儿子说。 ——摘自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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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11月22日我姑
娘住院以来，我一直目睹了贵
病区的医生和护士每天的工
作状况。你们精湛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对工作的高度责任
感，对待病人热情和蔼的态度
以及紧张忙碌的工作过程，令
我赞叹不已。在此，我谨代表
我们全家对肝胆胰脾外科全
体医护人员表示深深的感谢！

——摘自患者感谢信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三年来疫情严峻，但岳
父在江滨医院的治疗从未被
耽误。他熟识了科里的很多
医生、护士，他们也是岳父在
镇江最熟悉的朋友。病魔虽
然冷酷，但每次住院岳父脸
上更多的是微笑。

——摘自患者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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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因车祸引起的脑
出血，在丹阳医院无法救治
的情况下，转院至江滨医院，
当时父亲已经极度昏迷、大
小便失禁，生命危在旦夕。
神经外科张主任、刘主任、庄
主任的及时会诊，晚上八点
给我父亲做了脑部手术，他
们尽心尽责、一丝不苟，手术
非常成功。治疗期间，护士
杨琼等耐心、细心地照顾，使
我父亲恢复得相当好，感谢
每一位白衣天使的付出！

——摘自患者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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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当你推门走进病房，映
入眼帘的，总是你的笑容。即便被口罩
捂得严严实实，但也遮不住你满脸的春
风。这笑容，真美！“今天怎样？扎针多
少有点疼，你忍着点哦。”伴随着你标志
性的爽朗笑声，一句句亲切的话语，仿
佛老友相逢；一声声热情的召唤，恰如
新知初遇。你总是这样的乐观开朗，并
用这样的开朗感染着我们，让我们树立
起战胜病魔的信心，鼓起生命扬帆的勇
气。

——摘自患者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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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汉良主任看到老爸老
妈两位岁数较大的老人前来
诊治，在开出的数张检查单
上详细备注操作步骤，第一
步先去某号楼某楼层做某项
预约，第二步再去某号楼几
楼登记，第三步去某地方办
理某项申请…并详细耐心地
慢慢说给老妈听，并告知怎
么一步一步去完成。老妈心
里觉得暖暖的，钱医师这么
忙的一个眼科专家能为一个
普通患者做到这样的细致，
思患者所虑做患者所需，老
妈顿时心生感激。办理完住
院手续后，钱医师担心老爸
老妈岁数大病房不好找，还
特意送我老爸老妈去病床，
关心细微，我不胜感激。能
遇到医术品行如此高尚的医
师真是我们的福音，难怪朋
友间都传看眼科找钱汉良医
师。此刻所有的感激不足言
表，唯有铭记于心。

——摘自患者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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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医生他们嘱咐说每周需要到门
诊进行灌注，第一次因为有尿袋，没觉
得难受，很快就解决了，第二周尿袋拿
掉了，灌注过程很痛苦，又是疫情，老人
出行很不方便，就想放弃灌注了。一
次，在门诊碰到手术医生陶医生，他耐
心、细致讲解了灌注的重要性，说“不灌
注肯定不行，年纪大也不能怕，这个病
还是可能复发”，又帮我看了一下，他说
了这个病的一些道理、原理，怕我不懂，
还打比方，很细心，我和陶医生非亲非
故，又已经出院了，他精湛的医术，热情
细心的服务，让我感到很温暖。

——摘自患者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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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龄、高热、高血压病史、两种肿瘤
病史、各脏器功能不佳……这样的身体情
况，能否挺过新冠病毒感染的重击？我院
老年医学科医护人员用 11 天的全力救
治，为这道难题做出了最佳解答。1月 6
日上午，101岁的患者赵婕（化名）在家人
的陪伴下顺利出院，至此她也成为老年医
学科今年成功救治的最高龄新冠病毒感
染者。

去年 12月 26日，赵老因咳嗽、咳痰 4
天，在家人的陪护下，由 120 救护车送至
我院急诊。接到会诊通知后，老年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严丽荣迅速赶至急诊，参
与救治。

“刚入院时，老人面色潮红、精神萎
靡、气喘明显，状态很不好。”严丽荣说，在
急诊，赵老接受了各项检查，结果令人揪
心：新冠病毒感染、体温超过 39℃、电解
质紊乱、血氧饱和度低、低蛋白血症、血小
板低、C反应蛋白高、甲减……“一项项异
常的检查数值，以及高血压、乳腺肿瘤、淋
巴瘤病史，都为即将开展的治疗增加重重
难度。面对棘手病例，严丽荣当机立断：

“即刻收入我科，抓紧时间救治！”

一般来说，健康人群的指脉氧正常值
范围是95%—100%，临床以低于93%作为
低氧血症判断，数值越低，机体缺氧的症
状就越严重。“新冠病毒感染导致患者的
双肺存在散在斑片影且有炎症改变，刚入
院时，其指脉氧仅 88%，低血氧症症状明
显，治疗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她的缺氧
问题。”严丽荣说，百岁老人感染新冠病
毒，身体必定会遭受不小的冲击；而对于
老年医学科医护团队来说，治疗过程也要
经历不小的挑战：如何更好地照料超高龄
感染者？怎样改善其全身状态？治疗要
分几步走……针对赵老的病情，老年医学
科团队集中讨论后，为其制定了周密的治
疗和护理计划。

“第一步，我们先通过雾化、吸氧改善
患者的低氧血症，在血氧饱和度抬升并稳
定后，紧接着为她开展抗炎抗病毒治疗，
同时控制血压、调整甲状腺功能等。考虑
到老人有肿瘤病史，需要长期服药，在治
疗过程中，要特别关注，避免药物相互作
用产生不良反应。”严丽荣表示，治疗期
间，医护人员密切监测赵老的血氧饱和
度、血压、血常规、影像等指标，并根据这
些指标不断调整治疗方案。与此同时，护
士还会每日指导老人翻身、排痰、防跌倒
及营养管理，尽心照护。

经过连续 11 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
赵老的肺部炎症逐渐好转，咳嗽明显改
善，各项体征基本正常，达到了出院标准。

“老年人群尤其是高龄及合并基础疾
病的老年人，是新冠病毒感染后出现危重
症的高风险群体。”严丽荣提醒，老年人感
染后症状相对隐匿，建议家人要密切观察
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如果发现食欲下降、
精神萎靡，活动减少或活动以后出现胸
闷、气喘、指甲和嘴唇青紫等症状，要及时
就诊。

在日常生活中，趴睡并不是一种健康
的睡姿。但是对于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来
说，这或许是一种可以“救命”的姿势。1
月，我院组建了全市首支“趴趴队”，8名
队员每天“流动”于全院各个科室，为新冠
病毒感染者提供俯卧位通气指导和科普
服务。

去年 12月 31日，市民杨奶奶因感染
新冠病毒被送往我院救治。入院时，老人
病情较重，肺功能尤差，即便有个性化抗
病毒抗感染治疗和高流量高浓度给氧，杨
奶奶的氧饱和度也只能维持在80%左右，
如果不尽快纠正这一状态，老人的生命将
随时发生危险。

情况危急，医护人员当机立断，指导
老人由仰卧变俯卧，两臂屈曲放于头部两
侧，双腿伸直，之后迅速在其胸前、髋部及
小腿处各放一软枕，鼓励老人将头偏向一
侧……杨奶奶此次入院期间，每天坚持
12 小时俯卧位治疗的效果立竿见影，随
着血氧饱和度平稳上升，她的病情也逐渐
趋稳，一周后，就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
病房，出院前低流量吸氧氧饱和度维持在
98%左右。

2023 年 1 月 6 日，国家卫健委、国家
中医药局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
案（试行第十版）》，将俯卧位治疗作为一
种重要的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法。

“去年12月中旬以来，急诊收治的患
者中，老年人、合并多种基础疾病、低氧血
症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增多，对于这些患
者，每天‘趴’12—16小时，有利于肺部扩

张，改善通气，提高血氧饱和度，避免病情
向重症发展。”急危重症护理学组组长、急
诊科护士长杨丽萍介绍，为进一步做好新
形势下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救治工
作，针对全院收治情况，1月初，护理部安
排了应对措施——在此前外援时学习积
累的俯卧位治疗经验基础上，由杨丽萍牵
头并参与，组织急危重症护理学组其他 7
名经验丰富的护理骨干，共同组成“趴趴
队”，每天在全院巡查时，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对感染者及其家属进行俯卧位通气科
普宣传和操作指导，将这一原本主要用于
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治疗方法，推广
至全院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全面提升救治
效果。

“我们会先为每一名感染者进行全方
位的身体评估，然后根据不同情况，给予
个体化的俯卧位通气方案，并严格监测记
录，帮助感染者应‘趴’尽‘趴’。”杨丽萍举
例说：“有一名患者，因为咳嗽频繁，常常
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后来在‘趴趴队’的指
导下，以膝胸位趴在床上，整个人舒服了
很多，呼吸也逐渐平稳。还有一名伴有心
衰的感染者，采取的是大侧俯卧位，摆好
姿势不多久，患者的氧饱和度就上去了，
效果立竿见影。”

杨丽萍说，目前除禁忌人群，我院接
受俯卧位治疗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已有
900人次，几乎所有患者在治疗后氧饱和
度明显改善，在预防重症、降低病亡率方
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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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上午10时许，在我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病区，正对大门方向的各间病房内，
监护仪器滴答作响的声音以不同频率传出。
透过对面办公室敞开的大门朝里张望，七八名
医生或忙着填写患者病历，或接听工作电话，
或解答家属疑惑，一派忙碌景象。

疫情发生三年以来，无论是一开始的“逆
行”支援，还是当前的“硬核”救治，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全体医护人员在科主任钱粉红的带
领下，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即便是在万家团
聚的春节期间，也做到全员待命。今年，科室

“带头人”钱粉红依旧以身作则，连续第 27年
春节在岗，与同事们一起，全力守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冬季本就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去年
12月‘新十条’发布以来，人口流动加快，病毒
的传播速度也呈几何级增长，新冠病毒感染者
迅速增加。由急诊转入我科救治的患者，基本
都是重症，且年龄大多集中在 80-90岁，救治
压力非常大。”钱粉红说，面对当时急剧增长的
患者，我院实施“全院一张床”管理模式，并从
感染科、重症医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抽
调有救治经验的医疗专家，组成会诊专家组，
每日开展院内巡诊，对重型、危重型感染患者
开展现场会诊，对病情复杂、救治难度大的危
重症患者，畅通与省内救治专家会诊渠道，全
力以赴救治生命。

此外，为提高收治能力，医院还将感染科
病区临时并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区，科室
核定床位由原先的 65张增至 79张，确保患者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去年12月16日以来，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共收治患者 327人，其中老
人占比 67.9%。无论是收治人数，还是入院治
疗后康复出院的患者数量，均列全市第一。

“收治高峰期，科室医护人员接二连三感
染‘倒下’，为了不影响患者治疗，我们有的同
志仅休息两三天就重返岗位，咬牙坚持着。”回
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钱粉红红了眼眶，但很
快，她露在N95口罩外的眉眼又弯了起来：“好
在大家都挺过来了。”

目前，从急诊转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
患者已经从高峰期的日均10余人减少到了个
位数，下降了 57%左右，医护人员也渐渐从巨
大的救治压力中走出来。令钱粉红感到欣慰
的是，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大部分患
者已经康复出院，“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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