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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女
性
的
操持家务的劳苦、儿女成长的磨
职场打拼的硝烟、
练……在家庭和事业的天平上不断调试的女性同胞们
正努力地活出自己的精彩，
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
健康是幸福的源泉。八十余载，嘉兴市妇保
院一直为广大女性的健康默默守护着。作为嘉兴市
重点学科，该院妇科陪伴着每一个女性同胞走过整个生命
一
周期，
从呱呱落地的婴儿开始，到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
路相随，
初心不变。
荏苒岁月中，上世纪 50 年代诞生的妇科，经过
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羽翼丰满，
硕果累累。作为广大
妇女的健康守护者，嘉兴市妇保院妇科团队凭借出
色的技术水平赢得无数女性的信赖，为维护
女性 的幸福撑 起了一片 希望的蓝
天。

这是一支年富力强的队伍
生殖道炎症尧妇科良恶性肿瘤尧子宫内膜异位
症尧不孕不育尧生殖道畸形尧内分泌失调尧盆底障碍
性疾病噎噎在嘉兴市妇保院袁 一道道妇科难题被
攻破袁一个个患者回归正常生活遥
从最初只有门诊到现在有 3 个半病区袁 医院
妇科不断发展壮大遥这些年来袁门诊陆续新设了妇
科内分泌与更年期尧异常子宫出血专科门诊袁成立
了盆底康复中心袁 为各年龄段患者提供更专业的
诊疗服务遥
在妇科门诊袁 每天慕名而来的就诊者络绎不
绝袁去年门诊量达 28 万人次遥 超声聚焦技术为子
宫肌瘤尧 子宫腺肌病等患者提供非手术治疗途径
等曰 盆底康复中心为盆底障碍性疾病及产后盆底
松弛女性提供康复训练与治疗曰 生殖中心门诊为
更多不孕不育家庭带去福音与希望曰 宫颈门诊开
展外阴尧宫颈疾病筛查与诊治袁及时排查可疑宫颈
癌病变袁早期干预曰中医门诊探索开展多渠道中医
中药诊治妇科病方法噎噎
而在妇科病区袁 实力雄厚的医护团队为广大
妇女保驾护航遥目前袁妇科病区团队共有医护人员
70 多人袁其中袁高级职称 12 人袁研究生 8 人袁在读
博士 1 人遥 据统计袁 去年妇科住院病人 1 万余人
次袁 开展各类妇科手术近六千例袁 微创手术率达
80%以上袁逐步形成以普通妇科尧妇科肿瘤尧盆底

疾病尧不孕不育尧微创妇科等为主体的亚专科遥
被妇科问题困扰的女性患者愁眉不展地来到医
院袁又喜笑颜开地离开医院遥这一切的背后是高级人才
的引领袁是先进设备的投入袁是创新理念的更新遥
近年来袁 每年有不少高学历人员加入市妇保
院这个大家庭袁为妇科增添不少新鲜血液与活力袁
一支年富力强的队伍扛起了诊治各种妇科疾病和
疑难杂症的重任遥 他们不忘初心袁励志医学事业袁
甘于奉献袁 为诊治好每个患者袁 精心制定治疗方
案袁让患者重拾健康的体魄曰他们视患者为亲人袁
舍小家为大家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袁 为了让广大女性的健康
问题得以解决袁医院配置先进仪器设备袁提供信息
化手段袁为妇科发展添砖加瓦尧提供物质保障遥
近年来袁医院积极野接轨沪杭冶袁对复杂尧疑难尧
合并症多的各类危重病人袁除了联合本院内外科尧
ICU 等其他综合科室诊治外袁还经常与沪杭专家
利用远程医疗进行讨论会诊袁协同诊治遥
走出去尧请进来袁不断学习袁提升实力遥妇科每
年选送医疗骨干出国或至国内知名医院进修尧学
历深造遥同时袁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来院进行专题
讲座尧新技术指导遥雄厚的综合实力使得妇科成为
全国妇幼保健协会的女性健康知识巡讲站及浙江
省百万妇女技术普及与推广工程的定点科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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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他）们是妇科恶性肿瘤的“克星”

她是妇科掌门人也是勤劳的“老黄牛”

野大鹏一日同风起袁扶摇直上九万里遥 冶自
搬迁新院以来袁 嘉兴市妇保院妇科团队更是
发展迅猛袁 得到广大女性患者的信赖遥 这背
后袁掌门人要要
要大妇科主任毛嘉平功不可没遥
毛主任从事妇产科工作已经 35 年了遥 作
为浙江省中西医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袁嘉
兴市中西医妇产科专业委员会主委袁 市妇产
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袁市肿瘤尧骨质疏松协会委
员袁嘉兴市第五批新世纪专业技术带头人袁市
妇科重点支撑学科带头人袁 毛嘉平主任仍旧
奋战在临床一线袁对疑难病患亲自操刀袁直至
康复遥 毛主任在妇科良恶性肿瘤尧盆腔炎性疾
病尧 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疾病诊治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袁工作中袁她将自己的宝贵经验毫无保
留传授给年轻医生袁促使他们快速成长遥
无论繁忙的专家门诊还是繁重的病区工
作袁年复一年袁几十年如一日袁她始终以身作

则袁走在前列袁干在实处袁履行好为病人服务的
宗旨遥 耐心尧细心尧精心的工作态度袁受到病人
信赖与赞扬袁 也吸引周边及外省患者前来就
医袁为解决病人看病贵尧看病难的问题袁她身体
力行袁率先垂范袁被称为医院的野老黄牛冶遥
名声在外袁 门诊许多患者是冲着毛医生
而来的袁 因为挂不上号要求她加号的情况经
常发生袁为了满足患者的需求袁毛主任常常顾
不上吃午饭袁经常是看完门诊直接进手术室遥
前几年袁50 多岁的雷大姐因罹患宫颈癌袁
慕名从老家丽水来到嘉兴市妇幼保健院求助
毛嘉平主任袁当时雷大姐由小女儿陪伴过来袁
身体病弱袁 路途劳累袁 加上家里经济状况较
差袁显得身心俱疲遥 毛主任热情接待母女俩袁
安抚患者袁 并以最快速度安排入住妇科肿瘤
科住院手术袁住院期间给于各种关心尧照顾袁
雷大姐顺利接受宫颈癌根治术后袁 又接受了

后续的整个化疗遥 目前袁 雷大姐身体康复良
好袁家庭幸福袁两个女儿勤劳致富袁十分孝顺袁
一家人其乐融融遥
还有子宫腺肌病症状重又不愿意接受手
术治疗的杭州患者袁 特地来嘉兴市妇幼保健
院找到毛主任袁经过几个月药物治疗袁症状明
显好转袁患者感激不尽曰有四川患者在当地查
出子宫内膜癌后顾虑重重袁 经过在嘉兴的朋
友介绍袁 特从老家赶来请毛主任给她主刀手
术袁 出院时她十分感慨地说院 有那么好的医
院袁那么好的医生袁我来值了噎噎
像这样例子数不胜数遥 在毛主任的带领
下袁医院妇科团队形成了爱岗敬业尧无私奉献
的工作氛围遥 作为大科主任与学科带头人袁除
了临床一线袁 毛主任将各项管理工作完成地
非常出色遥 野妇科是医院重点大科袁近几年发
展较快袁在抓好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的同时袁
还要抓好人才培养尧梯队建设与科研技术袁两
者并驾齐驱遥 冶毛主任说道遥
平常袁毛主任与科室医护人员一起探讨尧交
流尧学习业务袁不断提升理论与技术水平袁尤其
是推广微创技术袁 规范妇科中晚期恶性肿瘤诊
治袁盆底重建手术等袁使得患者在家门口能得到
并享有沪杭一样好的医疗技术袁造福患病妇女遥
野接下来袁我们要继续加强人才培养尧引
进及梯队建设袁建立一支专业性强尧具有创新
能力尧富有责任心的队伍曰在亚专科建设上袁
继续发扬妇科肿瘤尧微创妇科尧盆底疾病尧不
孕不育等优势袁扩大亚专科范畴遥 在现有宫颈
门诊及妇科内分泌门诊基础上袁做强尧做优特
色门诊曰同时袁还要加强科研工作遥 冶毛主任
说袁她们将以女性的健康为己任袁不断探索尧
解决问题袁 使得困扰女性身心健康的妇科疾
病得以攻克去除袁提升女性的生活质量袁为女
性的家庭幸福撑起一片蓝天遥

她（他）们是女性盆底问题的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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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袁盆底好比女人的野第二张脸冶遥 这
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袁经历过妊娠尧分娩这一
特殊生理过程的女性袁盆底的肌肉尧血管尧神
经尧 骨骼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袁 诸如尿失
禁尧子宫脱垂尧慢性盆腹腔疼痛尧性功能障碍
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大大增
加袁成为女性朋友难以言说的野痛冶遥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被认为是影响女性
生活质量的五大慢性疾病之一遥 有研究表明袁
约 24%女性存在一种或多种盆底功能紊乱症
状袁并随年龄增加而发病率增加遥 60 至 79 岁女
性发病率约为 40%曰80 岁以上女性约为 50%遥
2016 年袁 嘉兴市妇保院成立了盆底康复
中心袁针对女性下泌尿道症状尧盆腔支撑功能
缺损尧排便功能异常尧性功能障碍尧慢性盆腔
疼痛等疾病袁开展康复与治疗遥
作为浙江省盆底学组及浙江省预防医学
会盆底疾病防治学组委员袁 病区主任周丽仙
参与并完成了盆底康复中心的建立袁 给各种
尿失禁尧 性功能障碍及盆底疼痛等盆底功能
障碍性疾病的妇女提供了有效尧 经济的保守
治疗方法袁从此改变了以上疾病无处尧无药尧

无医生会治的局面遥
盆底功能障碍病人大部分是老年病人袁
岁数在 50-93 岁之间袁 存在着沟通困难及理
解力低袁内科各种合并症多等问题遥 因此袁做
好术前的评估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袁 周丽仙
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袁 做到让病人安全满意
的出院袁 她说病人出院离开时那一声声的谢
谢袁是她从医最大的骄傲遥 野都说医生越老越
值钱袁 也就是说随着医生临床经验的不断丰
富袁 行医过程中对疾病的诊治要做到更加准
确和完美遥 冶

前两天袁在病区的墙上贴着一张小条子袁
上面写着院野高超 周医 妙手 丽仙 白衣天使
温暖九区冶袁落款人是野某床某人冶袁辅以一个
笑脸遥 虽然只是一张纸条袁但在周主任看来袁
只要患者满意了袁她做的事就有价值了遥
1993 年从温州医学院毕业的周丽仙袁一
直工作在妇产科临床一线袁 每年完成各类手
术约 700 余例遥 尽管工作繁忙袁热爱医学事业
的周丽仙不断钻研临床业务袁 开展宫颈机能
不全病人的宫颈环扎手术袁 尤其在急诊宫颈
环扎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 为晚期先兆流
产及先兆早产的孕妇延长了孕周而取得成功
的妊娠遥
曾经有一位孕 22 周的孕妇袁 一年前有孕
6 个月难免流产史袁 此次又发现宫口已经扩
张袁胎儿有流产的风险遥 当时病人入院时已经
过了下班时间了袁 周主任毫不犹豫地为病人
准备急诊宫颈环扎手术袁 该孕妇后来保胎非
常成功袁到 32 周分娩袁母婴平安遥 该孕妇及家
属感激不尽袁在宝宝满月时袁特地赶到医院为
周丽仙送去喜蛋遥 周主任开心的笑道院 这个
野礼冶我一定收下遥

在所有危害女性健康的因素中袁尤
以妇科恶性肿瘤最让人畏惧遥 作为嘉兴
市妇保院的特色专科之一袁 该院妇科肿
瘤专科率先将微创理念引入妇科恶性肿
瘤治疗袁 建立了妇科肿瘤的系列微创治
疗技术袁特别是保留卵巢尧保留生理功能
的腹腔镜下手术的新策略袁 取得了良好
效果遥
大妇科副主任朱巍立是恶性肿瘤治
疗上的一位领头人袁具有 20 余年工作经
验袁腹腔镜下宫颈癌尧子宫内膜癌尧卵巢
癌等手术技术娴熟袁 对妇科恶性肿瘤病
人的治疗有相当的经验袁 对复发性恶性
肿瘤的治疗有独到的见解遥
先后在复旦大 学附属上海 肿瘤医

院尧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进修妇
科恶性肿瘤规范治疗及腹腔镜治疗袁如
今袁 朱巍立已经成为第六批嘉兴市新世
纪专业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遥
野对于中晚期及复发性肿瘤患者袁我
们运用化疗尧放疗尧生物治疗尧靶向治疗
等综合措施袁5 年生存率明显提高袁我们
开展的术前新辅助化疗袁 能有效缩小肿
块袁显著增加手术根治机会袁提高宫颈癌
患者的临床治愈率和生存率遥 冶朱巍立说
道遥
另据病区主任徐兴云介绍袁 妇科恶
性肿瘤的微创治疗为女性朋友保住生育
功能带来了极大的希望遥 科室开展的腹
腔镜下卵巢悬吊及阴道延长术袁 保留盆
腔自主神经的个体化腹腔镜治疗 技术
等袁为年轻妇科肿瘤患者带来福音袁保留
了内分泌功能袁提高生活质量曰腹腔镜下
卵巢癌再分期手术袁 使早期卵巢癌患者
避免遭受二次开腹之痛袁 也为术中意外
发现早期癌的患者避免了中转开腹袁大
大减轻手术创伤曰 创新改良腹腔镜下
子宫肌瘤或子宫腺肌瘤剥除手术, 明显
减少出血袁成功保留子宫袁拓宽了子宫肌
瘤的腹腔镜手术适应症袁特别是对多发尧

巨大子宫肌瘤的腹腔镜手术遥
徐兴云主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
30 年袁特别擅长妇科恶性肿瘤的手术和
综合治疗袁在宫颈癌尧卵巢癌尧子宫内膜
癌等恶性肿瘤规范治疗有较丰富的临床
经验遥 他还提到袁对各种类型的侵蚀性葡
萄胎尧绒癌患者实行分层和个体化治疗袁
有效了提高疗效尧降低化疗副作用遥
曾经有个安徽小姑娘袁 不幸得了恶
性葡萄胎袁 在治疗过程中袁 因疗效不稳
定袁 徐兴云主动与他自己熟悉的上海专
家沟通袁 共同讨论对小姑娘治疗方案的
调整袁 在他的积极努力和患者的共同努
力下袁最后治愈出院袁小姑娘及家人都十
分感动遥

她（他）们是“无影刀”的最强操纵者
女性之所以可以孕育生命袁是因为
她们拥有子宫这个至关重要的生育器
官遥 可是袁一旦异常子宫出血袁怎么办钥
野有保守性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遥
保守性药物治疗的目的常常为调理月
经及止血袁 手术治疗可分有宫腔镜尧腹
腔镜手术和阴式手术治疗袁其中损伤最
大的即为子宫切除术遥 冶主任医师金小
英介绍道遥
金小英是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妇科
病区主任袁年轻的她在妇产科临床工作
已有 20 多年袁 她擅长不孕不育的宫腹
腔镜微创手术及综合治疗袁她所带领团
队的微创手术率达到 90%以上袁居省内
领先水平遥
宫腔镜手术是微创外科手术的成
功典范袁其创伤比值最低袁效价比值最
高遥 宫腔镜手术经人体自然腔道袁不开
腹袁无切口袁几近无创袁手术时间短袁出
血少袁手术并发症少袁患者术后恢复快遥
目前袁国内专业的宫腔镜医生仍然
不到 4000 名遥 而嘉兴市妇保院 1988 年
就开展目镜宫腔镜检查技术袁1990 年
开展了电视宫腔镜检查技术袁1999 年
开展了电视宫腔镜下各类手术袁医院建
立了优秀的宫腔镜团队遥
到底什么是宫腔镜钥 1998 年就开
始专注妇科宫腔镜技术的计划生育科
主任金群俏解释说袁宫腔镜是对子宫腔

内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先进设备袁它
能清晰地观察到宫腔内的各种改变袁明
确做出诊断袁好比孙悟空进入铁扇公主
肚子袁野我们放了个带摄像功能的仪器
进入患者的子宫腔观察有没有问题袁有
问题怎么解决遥 冶
目前袁宫腔镜技术可以用于子宫异
常出血尧子宫肌瘤尧子宫息肉尧避孕器移
位尧不孕症尧流产后的追踪检查尧异常超
音波影像尧长期下腹痛尧人工受孕及试
管婴儿的术前评估等遥
据介绍袁妇科宫腔镜团队对重度宫
腔粘连的宫腔镜治疗尧切口妊娠的宫腔
镜治疗尧宫角妊娠的宫腔镜治疗尧早期
宫颈妊娠的宫腔镜治疗尧贴近宫腔内膜
的子宫肌壁间肌瘤宫腔镜手术袁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与手术技能遥
子宫是野胎儿的生长宫殿冶袁一旦
严重受损袁胎儿在母亲体内无处生存遥
野看着这些宫腔受损的年轻女性们无
助的眼神袁 确实满心疼的袁 很多人问
耶难道我们就这样再也做不了母亲了
吗钥 爷冶金群俏说袁通过不断的外出学习
交流袁查阅国内外资料袁不断思考尧改
进袁近几年对重度宫腔粘连尧切口妊娠
的宫腔镜治疗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遥
不仅仅吸引了嘉兴五县两区及江苏尧
上海的患者来我院治疗袁 也得到了省
内外同道的好评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