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院召开义工表彰大会

12月 29 日下午，我院召开“让

爱传递” 义工服务队年度表彰大

会，并进行座谈。 副院长何世荣、护

理部副主任钱立芳、 总务科副科长

王源、检验科主任胡义忠、门诊部护

士长张美侠等出席会议， 会议由院

办公室主任罗治雯主持。 义工服务

队队长郭忠、副队长叶劲松、徐群等

11 位义工代表参加。

罗治雯主任对义工服务队一年

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自 2015 年 7

月 18 日“让爱传递”义工服务队正

式成立以来， 共有 116 名来自社会

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开

展义工服务 963 人次， 服务时数达

1933 小时，形成了池医“让爱传递”

义工服务品牌。

会上，对义工代表进行了表彰。

由副院长何世荣为晋升的星级义工

颁发等级徽章、荣誉证书及礼品。 陈

跃辉、徐群、郭忠和徐光国服务时数

分别为 230 小时、208 小时、172 小

时和 160 小时，晋升二星级义工，医

院提供免费体检一次， 并赠送 500

元左右礼品一份；叶劲松、汪明霞服

务时数分别为 86 小时和 80 小时，

晋升一星级义工， 医院提供免费体

检一次。

颁奖结束后， 何世荣副院长发

表讲话。 他对义工服务队一年来的

工作给予了肯定， 并代表医院党政

班子对所有义工表示感谢和敬意。

他强调， 今后一要加强与义工的交

流， 认真听取义工服务过程中的心

得体会， 各职能部门要从中查遗补

缺、改进工作；二要组织义工进行专

业知识培训，让义工在学习中提高；

三要对义工们给予关心和支持；四

要积极营造义工服务氛围， 大力宣

传义工精神，积极树立义工典型，做

好义工保障工作。

（院办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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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医学院池州临床护理学院揭牌

1月 7 日上午， 皖南医学院池

州临床护理学院揭牌仪式在我院

举行。 皖南医学院、市卫生计生委、

市人民医院等领导及教研人员参

加了仪式。 这是皖南医学院在全省

设立的第二家临床护理学院。

市卫计委主任陈建淮主持揭

牌仪式。 市人民医院院长刘斌致欢

迎辞并介绍了医院概况。 皖南医学

院护理学院党委书记刘群宣读了

《关于池州市人民医院为皖南医学

院临床护理学院的通知》。 皖南医

学院教务处处长姚应水分别宣读

了《关于聘任刘斌等 2 位同志为皖

南医学院临床学院院长、副院长的

通知》、《关于聘任刘斌等 2 位同

志为皖南医学院临床护理学院院

长、副院长的通知》。

皖南医学院教务处处长姚应水

和池州市人民医院临床护理学院副

院长李沈旋共同签署建立皖南医学

院池州临床护理学院合作协议，皖

南医学院副院长廖圣宝和池州市人

民医院院长刘斌共同为“皖南医学

院池州临床护理学院”揭牌。

皖南医学院副院长廖圣宝、市

卫计委主任陈建淮分别在揭牌仪式

上发表重要讲话。一致认为，皖南医

学院与池州市人民医院的联合，是

双方的共同盛事，值得庆贺。高校与

医院合作，实现了教学相长，互利互

赢，有利于促进双方在医疗、教学、

科研等领域的全面深入合作， 实现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有利于医学教

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提升。 仪式结

束以后， 医院领导陪同皖南医学院

领导一行参观了医院， 并看望了临

床护理学院学生和实习生。

皖南医学院池州临床护理学

院正式挂牌，标志着我院护理工作

再上新台阶，科教事业开创了一个

新局面，将对提升医院临床教学水

平，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护理人才

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院办 刘洋）

1 月 25 日 上

午， 院领导走访慰

问 我 院 退 休 院 领

导、 离休老干部和

困难党员， 并向他

们 送 去 节 日 的 祝

福。 还分别给旧溪

村、 沿江社区和城

北 社 区 送 去 6000

元结对帮扶资金。

（党办 吴龙春）

我院积极参加“三下乡”活动

1 月 18 日上午，2017 年

度池州市文化科技卫生 “三

下乡” 活动在贵池区唐田镇

和平村启动。 我院作为卫生

下乡的重要成员单位， 积极

响应市卫计委号召， 由医务

科带队， 组织 5 名医护人员

到该村开展 “健康下乡”义

诊活动。

据统计， 我院此次义诊

达 150 余人次，健康宣教 200

余人次， 发放健康知识宣传

单页千余份， 为人民群众送

去温暖。 （医务科 左海黎）

◎1 月 17 日， 在市卫计

委主办的池州市健康巡讲师

选拔赛上， 我院神经内科主

任琚双五同志荣获第 2 名，

并入选市级健康巡讲专家

库。 （医务科 陈建军）

◎根据市委池秘〔2016〕

219 号《中共池州市委 池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命名 2016 年

池州市劳动模范的决定》，我

院普外肝胆病区主任、 主任

医师、 中共党员孔胜兵同志

被授予 “2016 年池州市劳动

模范”荣誉称号。 目前，该同

志被我院选派赴新疆和田地

区人民医院支援。

（党办）

◎1 月 11 日下午， 护理

部组织召开了全院专科护士

座谈会。 会议由护理部副主

任钱立芳主持，科护士长、相

关专科护士长及全院 17 名

省级以上专科护士参加了座

谈会。 钱立芳向大家讲解了

我院专科护士管理办法 ，并

通报了 2016 年专科护士在各

自专科领域开展的工作情

况， 对专科护士在临床护理

工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

了充分肯定。 同时也对今后

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

（护理部 彭晓敏）

◎2016 年 12 月，我院糖

尿病专科护理门诊正式开

诊。 由专科护士坐诊，为前来

就诊的患者普及糖尿病知

识，并从饮食、用药、运动等

多方面进行健康宣教。 糖尿

病专科护理门诊地点： 门诊

部四楼内科诊区，开诊时间：

每周二上午 8：00-12:00。

（党办 臧箴）

◎1 月 19 日下午， 护理

部对荣获 “病区环境管理先

进护理单元” 称号的心血管

内科病区、腹部肿瘤病区、妇

科病区、关节外科病区、骨三

科病区、急诊外科病区、中医

康复科病区、 新生儿科病区

等八个护理单元进行了表彰

并授予了病区环境管理 “先

进科室”流动红旗。

（护理部 彭晓敏）

简讯

图片新闻

把病人放在心头

———年轻医生章左林主动上门为患者解忧

近日，一名来自青阳的已出院患

者打来电话称，十分感谢我院妇乳肿

瘤病区全体医护，尤其是要感谢该科

室章左林医师。

原来，在 2016 年 11 月，一名长

期在外院治疗的卵巢癌患者，胸壁埋

置输液港。 输液港需要定期护理，但

该患者不慎跌倒导致股骨颈骨折，卧

病在床。患者家属多次求助我市多家

医院，均表示没有维护过输液港且难

以做到上门进行护理。 据了解，患者

家住青阳，距离池州市区较远，又担

心维护不好恐怕引起纠纷，妇乳肿瘤

病区医护人员一开始也有点犯难。经

与科室副主任徐金发商议后，章左林

医师主动要求陪同科室专业护士前

往青阳患者家中进行免费维护，解决

了患者输液港护理的燃眉之急。

章左林也是一名内六党支部的

中共党员 ，2010 年到我院参加工作

以来，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恪尽职

守，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诚恳待人，

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多次

得到患者及广大医护人员的认可。

2016 年 5 月份，一名终末期宫颈

癌患者，肿瘤侵犯膀胱直肠，导致膀

胱阴道瘘，直肠阴道瘘，膀胱内大量

出血，泌尿系统感染，肾功能不全，恶

液质状态急诊入院。 据询问，患者曾

接受盆腔野放疗，膀胱挛缩，弹性差，

血凝块反复堵塞导尿管，下腹部胀痛

特别明显，经常需要反复手工膀胱冲

洗保证尿道通畅，基本每半小时就要

冲洗抽血凝块。章左林夜班当班时基

本没有合过眼，一直不厌其烦的在床

边给患者冲洗膀胱。

该病人多次想要放弃治疗的时

候，他力劝病人坚持治疗。 作为一名

年轻医生，面对复杂病情，章左林没

有退缩。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科医

护人员精心治疗及护理下，患者的病

情逐渐控制， 局部肿块逐渐消退，膀

胱出血完全控制，肾功能较前明显改

善。经过 40 余天的诊疗，患者终于出

院了。

在同事眼中，他勤勤恳恳、踏踏

实实，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作为一名

临床医生，他说：“对待患者，我视若

亲人”。 （妇乳肿瘤病区 供稿）

2017年 2 月 1 日 星期三

编辑：钱叶荣 电话：0566-2812293

E-mail:czyy1970@126.com

03

池州市人民医院

The�People's�Hospital�of �Chizhou

医学 园地

专家介绍

（二十七）

【汪浩文】医务科副科长、新生儿

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新生儿疾病的诊治，如新生儿

窒息复苏、危重新生儿机械通气、超低

早产儿的临床管理等。

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重症医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 新生儿专业委员会委

员、池州市儿科学会主任委员。 2011 年

被聘为 《实用临床医学杂志》 审稿专

家，2016 年被聘为《安徽医药》杂志审

稿专家。 曾获得首届安徽优秀科技工作

者、池州市优秀青年、池州市妇幼健康

服务能手、“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称

号。

1999 年本科毕业于蚌埠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一直从事儿科临床及教学

工作。 2007 年硕士毕业于贵阳医学院儿

科 学 专 业 。 于 2014 年 初 赴 意 大 利

SIENA 大学医院研修新生儿重症监护

治疗学 （卫生部专科医师国际研修项

目）。

近 5 年主持开展了卫生部新生儿

疾病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皖南医

学院中青年科研基金、市科技局立项课

题等研究。 承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

助课题 2 项， 医院 “三新技术项目”4

项。 陆续在《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复

旦学报》、《国际儿科学杂志》 等儿科

学专业中文及科技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 参与编写《实用临床肿瘤学》

儿童实体瘤部分章节。 主持开展的课题

曾获省级科技成果 1 项，池州市第六届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市级科技成果

1 项。

【吴翠松】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市妇产科学会秘书长。 擅长妇科

肿瘤的腹腔镜及经腹手术、 宫腔镜手

术、宫颈疾病的诊治，对病理产科的诊

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998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系

临床专业， 一直致力于妇产科临床、教

学及科研工作。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8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进修学

习。

参与妇科宫腔镜手术科研课题工

作，并承担皖南医学院和安徽医科大学

临床学院教学及实习生带教工作。 在省

级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我院积极部署人感染 H7N9 禽流感

防控工作

2016年 12 月以来， 我省再次出现了

多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 疫情形

势严峻。 根据市卫计委要求，我院实行多

项举措， 对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工

作进行了严密部署。

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我院专门

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并下发了《池州市人

民医院关于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医疗救

治应急预案》。副院长徐晓东要求相关科

室各司其职，站好岗放好哨，全力以赴做

好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工作， 并实

地查看了隔离病区。 二是加强宣传，营造

氛围。 在门诊大厅利用横幅、展板等多途

径，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患者的防范意

识。 三是加强培训，防患未然。 加大医护

人员有关 H7N9 诊疗知识培训， 提高人

感染禽流感病例诊断水平， 并加强防护

工作。 （医务科 陈建军）

春节期间饮酒

要注意用药安全

春节到了， 我们都免不了和许久未

见的亲戚朋友们聚上一聚，喝上一喝，可

是由于身体原因又必须服用一些药物，

其实很多药物是不能在酒后服用的。

酒后不能吃哪些药呢？ 为了自身健

康，一些必要的用药常识需要了解，酒后

不宜吃的药物大致有降压药、降糖药、抗

生素、抗溃疡药、抗凝血药、抗痉挛药、抗

忧郁药等。

降压药：吃降压药的患者如果饮酒，

可因酒精扩张血管作用而增强药物的降

压作用，引起突发性低血压。

降糖药： 使用胰岛素或口服磺酰脲

类降糖药（如格列齐特，格列美脲等）治

疗的糖尿病患者，如果大量饮酒，会令血

糖下降，引起严重低血糖；也可能因酒精

增强了微粒体酶活性而使口服降糖药在

血中半衰期缩短，影响药效。 另外，氯磺

丙脲与酒同服，会出现严重头痛、恶心呕

吐、眩晕等症状；二甲双胍口服降糖药与

酒在体内相遇，有引起酸中毒的危险。

抗生素：酒后吃头孢霉素类药物，可

出现双硫仑样作用，出现头痛、恶心、呕

吐、眩晕甚至休克等症状。

抗溃疡药：西米替丁等 H2 受体拮抗

药可促进酒精加速吸收， 引起急性酒精

中毒，出现神经过敏、精神错乱、定向力

丧失等酒精中毒症状。

抗凝血药： 酒精可影响香豆素抗凝

血药对肝脏酶类的竞争， 从而使其抗凝

血作用增强，导致药品半衰期缩短，影响

药效。

抗痉挛药： 大量饮酒可使苯妥英类

抗痉挛药代谢亢进， 从而影响抗痉挛药

的药效。

抗抑郁药：饮酒者服用丙咪嗪、阿密

替林等三环类抗抑郁药时， 可增强药物

的镇静作用， 从而使行为紊乱、 易出事

故， 此种作用多见于开始用药的最初几

天。

所以春节期间， 大家在热热闹闹开

开心心中也要注意用药安全。

（药剂科 龙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