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市人民医院领导：

你们好！ 我是患者方满宝的儿

子———方骏。 我父亲于今年 11 月 21

日在家修缮房屋时不慎失足摔成重

伤，在贵院急诊外科和脊柱外科全体

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悉心照料下，

将我父亲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11月 21 日当晚，父亲伤情十分危

重， 急诊外科吴迅副主任医师和诸位

医护人员及时为我父亲做了脾脏切除

手术，术后父亲身体恢复的很快。 吴迅

副主任医师第一时间联系脊柱外科并

转入脊柱外科进行下一步治疗。

在脊柱外科， 以周骏武主任、魏

建军医师为主的医疗团队协作下，又

为我父亲分别做了颈、胸、腰椎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 魏医生为准备第二天

的手术而忙到凌晨，次日早上又很早

的来到医院做更充分地准备，我深受

感动。

此时此刻， 我作为患者的儿子，

谨代表全家及亲属深深感谢贵院全

体医护人员，特别感谢急诊外科吴迅

副主任医师、脊柱外科周骏武主任医

师、魏建军医师、余丽萍护士长和陈

淑琴护师及全体医护人员的超高医

技和高尚医德。

望贵院能将此正能量传递，为患

者营造更好的医疗环境。

此致敬礼！

患者儿子：方骏

心血管内科病区成功完成首例双螺旋

主动电极起搏器植入术

近期， 我院心血管内科病区成功完

成首例经腋静脉路径双螺旋主动电极起

搏器植入术。 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永

久心脏起搏器电极的植入主要以被动电

极为主，其植入术式简单，手术时间短，

且更易被多数术者掌握， 但植入被动电

极后容易发生电极脱位的情况， 而一旦

发生脱位，则需要二次手术，这将会增加

患者经济负担， 并对患者的心理和生理

造成一定的伤害， 同时对于日后更换起

搏器电极的患者， 被动电极的拔出也会

增加心脏和血管破裂死亡的风险。

此患者为一名 60 岁女性， 多次在家

发生不明原因晕厥， 家属焦急送往医院

后，在副院长徐晓东的指导下，经科副主

任朱永新、 主治医师何金峥等的精心诊

治，临床诊断为“1、心源性晕厥 2、心律

失常 II 度房室传导阻滞 完全性右束支

传导阻滞”。经过该团队认真和周密的术

前讨论和准备， 并与患者家属详细沟通

后， 决定为该患者行经腋静脉路径的双

螺旋主动电极双腔起搏器植入术， 旨在

更可能的模拟患者自身的生理起搏，同

时考虑患者年龄相对不大， 以后可能需

要更换起搏器或升级起搏器， 对于日后

起搏器电极的拔出， 螺旋电极有其不可

取代的优势， 因此选择双螺旋主动电极

植入右心房和心室，手术顺利成功，术后

患者恢复良好。

术后一个月和三个月， 分别对该患

者进行了起搏器程控， 测试起搏器各参

数均良好满意。 随着永久心脏起搏技术

的快速发展， 螺旋电极导线的使用将越

来越广泛， 我院已成功掌握心房及心室

螺旋电极导线的植入技巧， 并已常规和

广泛使用， 同时也为我院开展复杂疑难

心脏手术打开了新的高度。

近年来， 我院心血管内科自从开始

起搏器植入手术以来， 针对起搏器患者

进行长期的随访活动一直在持续， 持续

跟踪起搏器患者起搏器及电极的工作情

况，优化起搏器工作状态，保障该类人群

的健康，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心内科 朱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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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院完成一例高难

度十二指肠镜下胰胆管逆行

造影 （ERCP）+ 胆道支架置

入术。 患者，朱某，男，60 岁，

因无痛渐进性黄疸入院。 入院

后明确诊断为胰头部巨大肿

瘤压迫十二指肠及胆管，致胆

道狭窄变形，呈 U 型改变。 由

于患者既往胃大部切除手术

史， 且肿瘤已经无法手术切

除，经过讨论并仔细分析病情

后，确定内镜下置入胆管支架

为目前最佳治疗方案。 但由于

患者胃切除手术史以及胆道

位置的改变， 内镜操作难度

大，极有可能操作失败。 由石

向阳副主任和双金权、周世文

医师等组成的治疗团队顺利

实施了治疗方案，术后达到预

期治疗效果。

自 Kawai 等 1974 年首次

应用 ERCP/EST 治疗胆总管

结石并成功，由此开启了微创

治疗胆总管结石时代。 而近年

来随着内镜设备的改进以及

内镜技术地发展、进步、成熟，

内镜下行十二指肠乳头切开

成为治疗胆总管结石的主要

手段之一。 同时也广泛应用到

胆管肿瘤、壶腹部肿瘤、胰腺

肿瘤等导致梗阻性黄疸的治

疗上 （包括术前引流改善肝

功能为手术提供机会以及肿

瘤晚期的治疗）。

近年，ERCP 技术进入了

快速发展、成熟期。 我院自开

展以来完成了 400 例病例，已

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普外肝胆病区 周世文）

血管外科完成多项

血管重建术

近日，血管外科先后连续完成外周血

管重建术，包括髂动脉离断重建术、股动

脉破裂修补术， 肠系膜上静脉重建术、锁

骨上静脉破裂修补术。该类手术在我科的

成功开展，标志着我院血管外科技术水平

迈上新台阶。 开展该类手术，对于提高侵

犯血管的恶性肿瘤完整切除率、提高血管

外伤救治能力、保障术中安全等具有重要

意义。 今后，血管外科将陆续开展相关疾

患的研究。 （普外微创病区 朱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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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

（二十六）

【朱正斌】 男， 医学影像科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放射学分会

池州市放射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安徽

省医师协会介入专委会委员。

1993年 7 月毕业于蚌埠医学院临

床医疗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放射诊

断工作。

擅长 X 线影像诊断及介入诊疗，

在恶性肿瘤的动脉灌注化疗及栓塞

治疗， 尤其是巨块型肝癌的介入治

疗、宫颈癌的介入治疗、宫外妊娠的

血管内介入治疗、上消化道狭窄的球

囊扩张及支架植入术、气管狭窄的支

架植入术、B 型主动脉夹层腔内隔绝

书、外周血管的 DSA 造影诊断及介入

治疗、消化道大出血、大咯血及外伤

性盆腔大出血的介入治疗。

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四

篇。

【张启旺】男，泌尿外科副主任

医师，池州市泌尿外科学会秘书长，

中华医学会安徽省泌尿外科专业委

员会青年委员， 安徽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在泌尿系结石、肿瘤、前列腺增

生、 肾上腺肿瘤以及男科的常规诊

疗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擅长

泌尿外科的输尿管镜、 腹腔镜微创

治疗。

2000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医学

系临床专业， 一直致力于泌尿外科

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2013 年 9 月

至 2014 年 2 月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

长海医院泌尿外科进修学习。

参与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手

术》、《经尿道膀胱肿瘤二次电切手

术》等多项科研项目，获池州市科技

成果奖一项， 先后在国家级期刊发

表医学论文多篇， 以第一作者发表

论文 3 篇。 现主持课题：《腹腔镜下

前列腺癌根治手术治疗》、《腹腔镜

下肾部分切除治疗肾肿瘤的疗效》。

承担安徽医科大学和皖南医学院临

床学院临床课程教学、 见习及实习

带教工作。

这个冬天不再冷

这是一位孤寡老人，因为疾病被

弟弟送来医院 ， 因为病重昏迷收入

了 ICU，因为医护的及时救治及护士

的精心照护，他康复了！

在他清醒后的每一天，医护人员

每天轮流给他买饭，护士们给他捯饬

的干干净净，他每天看着忙碌的我们

总是说：“你慢点，你饿不饿，你还不

下班呀， 你们真好， 你们太辛苦了

……”他是一位有心的老人，每天都

会问他的护士和给他买饭的人名字，

渐渐的他已经记住那几个亲切的名

字———佳子，阿福，曙光，琳儿，亮仔，

小路子，飞哥 ，琴姐 ，华仔 ，方老师

……在这个每天与死神斗争的地方，

孑然一身的老者因为疾病而认识了

这样一群年轻而有活力的蓝衣战士，

他耳濡目染每一名工作人员的辛劳

付出，每天和我们说的最多一句话就

是谢谢，可以听出那是发自肺腑的声

音。

老人可以出院了，却没有联系人

及电话。 我引导他是不是记得哪位亲

戚或者村里人的电话号码，他思考了

许久给了我一个号码，我用笔记下再

三复述确认后， 带着疑虑拨通了，因

为怕号码不对，所以不敢说我是医院

的，而开门见山地问：“您好，请问认

识 xxx 吗？”“认识呀！”我一阵窃喜，

告知了患者的情况和让他弟弟来接

出院时的一些注意事项，这位亲戚住

在离他家 15 里的地方，他很热心，一

个劲感谢我们治好了老人，因为老人

弟弟没有电话，他表示晒好稻子傍晚

一定去找他弟弟。 我告诉主任和飞哥

联系到患者亲戚的喜讯，但我们还是

不能确定他弟弟明天会不会来.....

第二天上午他弟弟竟然真的来

接他出院了。 主任亲自给他下了治愈

出院的医嘱，因为亲戚遗漏了一些信

息，他弟弟没有带衣服，入院时因为

气插带呼吸机老人的衣服都剪坏了，

我们给他病员服穿整齐，再整件旧外

套。 阿福亲自将他送到电梯口，我们

也详细告知他出院回家的注意事项。

每次患者治愈或平稳后转普通病房，

对我们来说都是演绎了一段幸福圆

满的故事，这次也不例外，那天的阳

光格外灿烂！

一个月后，就在昨天，这位孤寡

老人竟然从偏僻的山村专门为我们

送来锦旗，在这位纯朴老人心中这里

的每一位蓝衣战士应该真的是他最

亲的人了吧。 在这寒冷的冬天，这面

火红的锦旗带给我们无比的温暖，在

这个经常演绎着伤医伤护闹剧的大

染缸里，老人的行动犹如一盏明灯带

给我们无比的宽慰！

（重症医学科 程婷婷）

我院举办“迎元旦”掼蛋扑克比赛

为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加

强互动，增进了解，院工会于 12

月 12 日、13 日举办了“迎元旦”

职工掼蛋比赛，七个分工会共 60

多名选手参加。

比赛得到了全院职工的热烈

响应， 各分工会积极组织职工配

对参赛。 比赛共五轮，两晚进行。

这是一场脑力的搏杀， 随着比赛

的进行， 现场从安静变为激烈，

叹息声和欢笑声在四周响起，整

个比赛气氛紧张而愉快， 充分体

现了和谐、 快乐、 友谊的比赛精

神。

经过角逐， 最终医技分工会

王孝清、 章金华获得冠军， 内一

分工会谷永颂 、 胡志海获得亚

军， 外二分工会周小林和桂金

乐、 外一分工会汪涛和汪伟获得

季军。

（工会 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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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齐玉萍同志作

“讲看齐、见行动”党课辅导报告

为扎实开展 “讲看齐、 见行

动”学习讨论活动，院党委书记齐

玉萍同志深入外一、外二、外三党

支部集中作党课辅导报告。

齐玉萍同志围绕“讲看齐、见

行动，我们怎么办”，紧联医院实

际， 分享读书心得， 畅谈行医感

受。 齐玉萍同志强调，各党支部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特别是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学习领会省第十次和市第

四次党代会精神。 通过学习讨论，

引导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自觉地

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

看齐。 通过学习讨论，引导广大医

务人员尤其是党员同志自觉履行

“救死扶伤”职责，践行“大医精

诚”精神，努力改善服务态度，不

断提升医疗技术，为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高效、精准、优质的医疗服务。

（党办 吴龙春）

加强年轻护士的人文素养 提升护理人员的职业形象

———护理部举办年轻护士读书、观影汇报会

12月 22 日下午， 护理部在行

政楼 6 楼多功能会议室举办了以

“加强年轻护士的人文素养 ，提

升护理人员的职业形象” 为主题

的 “年轻护士读书 、 观影汇报

会”。 本次汇报会由护理部副主

任钱立芳主持， 邀请了医院党委

办公室主任钱叶荣、 工会副主席

张京安、人事科科长黄河、监察审

计科科长吴勇、 临床护理学院副

院长李沈旋担任比赛评委。 13 名

年轻护士分享了精彩的读书 、观

影报告成果。 经过 2 个多小时的

激烈角逐，丁亮获得一等奖，胡文

丹、傅琳获得二等奖 ，李萍、吴小

妹、王呈敏获得三等奖。

通过举办读书、观影汇报会，

给年轻护士提供展示自我的舞

台，同时鼓励年轻护士通过阅读、

观影来充实生活，激发学习热情、

拓宽知识面， 提升人文素质和服

务能力， 用更积极向上的工作态

度，更好的为广大患者服务。

（护理部 彭晓敏）

“圣诞老人”给小患者送来平安果

12月 20 日，由我市某论坛举

办的“圣诞老人来我家”公益活

动首站便来到池州市人民医院儿

科病房， 圣诞老人们把代表平安

吉祥的平安果送到了正在住院的

孩子们的手中， 让孩子们提前感

受到了“圣诞节”的浓浓气氛。

（院办公室 刘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