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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接轨上海新篇章 踏上医院发展新征程
上海专家义诊掠影

12 月 15 日上午袁野2017 年嘉兴市深
化接轨上海大型义诊启动暨嘉兴市妇幼
保健院建院 85 周年妇幼健康与发展南湖
论坛开幕活动冶在我院举办遥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蔡威莅临会议
并讲话袁嘉兴市委副书记尧市长胡海峰参
会并做重要讲话袁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副院长潘曙
明以及小儿外科多名专家袁市人大尧政协
和市级相关部门领导袁市级尧县渊市冤区医
疗卫生单位有关负责人等遥 会议由嘉兴市
副市长邢海华主持遥
会上袁嘉兴市委副书记尧市长胡海峰
做重要讲话遥 胡市长希望嘉兴市医疗卫生
战线袁能够秉持不忘医者初心袁牢记健康
使命的要求袁把接轨上海的工作能够进一
步做的更好尧做的更深尧做的更细尧做的更

实袁为高水平地建设健康嘉兴袁加快建设
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和谐尧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市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遥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蔡威表示袁上海
新华医院将把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小儿
外科资源带来嘉兴袁 全面进驻具有 85 周
年历史底蕴的嘉兴市妇保院袁开启深度合
作袁并以此为依托袁向其他学科的合作延
伸袁为嘉兴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遥
随后袁我院院长殷新光与上海新华医
院副院长潘曙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袁正式
启动以小儿外科托管为依托袁推动新生儿
科尧 母胎医学等多学科发展的共建规划袁
更好地实现野共享尧共赢尧共发展冶联盟理
念遥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蔡威与嘉兴市
委副书记尧市长胡海峰共同为野国家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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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专科要上海新华医院小儿外科嘉兴
分部冶揭牌遥
启动仪式后袁医院分别组织了上海专
家大型义诊以及妇幼健康与发展南湖论
坛学术活动遥
来自上海 6 家名院的 13 位专家开展
了义诊及手术袁 短短半天时间共计看诊
220 人次袁为 4 名患者实施了手术袁开展 3
例次的病例讨论遥
我院建院 85 周年妇幼健康与发展南
湖论坛主要包括妇女健康与儿童健康两
大主题袁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蔡威
和国家妇幼保健中心主任助理杨绮等 10
余位知名专家带来一场野学术盛宴冶遥 通过
专家们的前沿讲解和现场一对一深度解
惑袁 不断提高本地区医疗队伍诊疗水平袁
提升妇幼保健服务能力浴

发送对象院医院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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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要2017 年袁医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袁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袁以全国医疗系统开展的野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冶为抓
手袁以市委市政府全面野接轨上海冶为契机袁继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袁以质量尧安全尧和谐为主题袁加强医院内涵建设尧重点学科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袁加强
医疗质量管理袁优化服务流程袁实现了医院野十三五冶规划良好开局袁有力推进了全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事业的稳步发展遥
为弘扬先进袁树立典型袁使广大职工学有榜样袁赶有目标袁医院组织开展野2016-2017 年度医院十佳员工冶尧野第三届医院青年岗位能手冶评选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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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丽 副主任护师袁
手术室护士长遥 从事临床
护理工作 21 年遥 她工作
认真负责袁严谨踏实遥 在
手术室的管理中袁不断改
进工作遥深入开展优质护
理袁积极推进新生儿早期
基本保健项目在手术室
的实施遥 带领科室成员积
极开展新业务尧新技术遥 作为项目负责人立
项嘉兴市科技局课题 1 项袁参与省卫计委课
题 1 项袁主持院级新技术 1 项遥 多次获得院
级先进工作者称号袁2017 年入选院级优秀
青年骨干培养人选遥
冯英 副主任医师袁
产科六病区副主任袁从事
临床工作 14 年遥 担任嘉
兴市医学会妇产科专业
委员会青年委员袁嘉兴市
妇产妇幼保健质量控制
中心秘书遥 作为产科医
生袁她始终把病人的生命
安全放在第一位遥 2013
年派驻下乡期间袁为当地
基层医院带去产科新技术及新理念袁受到广
泛好评遥 曾赴上海仁济医院进修高危产科袁
大大提高高危妊娠诊治能力遥主持市级课题
一项袁主持院级新技术新项目一项遥 在 2014
年全国妇幼健康技能竞赛中荣获围产保健
组浙江省优秀奖及嘉兴市一等奖袁为医院首
批优秀青年骨干培养人选遥
朱晓萍 副主任医
师袁乳腺科副主任遥 从事
临床工作 24 年袁曾先后
赴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
健院及上海肿瘤医院进
修学习遥 工作中袁她具有
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过硬
的技术能力袁 认真诊断
治疗每一位病人袁 用耐

心和爱心呵护病人袁 深受广大患者的好评遥
积极配合科主任做好科室管理袁切实抓好医
疗质量袁努力开展新技术袁并协助科室做好
人才梯队带教工作遥 目前已开展院级新技
术 3 项袁 2016 年主持的科研项目嘉兴市科
技局已立项成功袁目前带领课题组团队参与
课题研究遥
朱雅 贤 人 事 科 科
长袁纪委委员遥 工作中她
恪尽职守袁 认真履行职
责遥 在人事科工作 8 年袁
掌握原则袁按照程序和规
则执行袁以身作则袁经常
加班加点袁毫无怨言遥 中
层干部聘任工作中袁她深
入临床袁掌握情况袁为院
领导出谋划策遥 协同科教
科尧医务科等职能科室袁选拔院级学科带头
人等袁以此打造医院合理人才梯队遥 她还是
医院与 180 多位离退休人员的纽带袁建立微
信群袁时刻了解他们的心声遥 多次被评为院
级先进个人尧优秀共产党员袁2014 年荣获卫
生系统先进工作者遥
杨戎威 主任医师袁
儿科大科副主任遥他协助
大科主任指导全科医疗尧
教学尧科研等工作袁并设
立儿科科研小组袁提升团
队科研和论文撰写能力遥
作为住规儿科基地主任袁
协调整个学科的住培工
作遥作为儿科党支部组织
委员袁建立野儿科小书屋冶
为党员奉献岗袁不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遥 目
前主持市科技局课题 1 项袁 院级新技术尧新
项目 1 项袁成功举办省尧市级继教项目各 1
项遥 2016 年在嘉兴 19 楼上开设野育儿圈冶袁
为圈中 9000 多位家长答疑解惑遥 曾获 2016
年度院级优秀共产党员袁医院信息报道工作
特别奉献奖遥

金 东辉 外 科 主 任
医师, 从事临床工作 28
年遥 2014 年底袁他积极报
名成为第 24 批中国援马
里医疗队成员遥 在马里的
700 多个日日夜夜袁 他克
服种种困难袁圆满完成援
外医疗任务遥 曾多次冒着
风险甚至生命危险袁在当
地开展巡回义诊活动遥 在马里期间袁他还力
所能及地开展扶贫帮困袁为马里的贫困家庭
捐赠衣服尧 儿童学习用品等合计人民币约
1200 元遥 在马里局势不稳定情况下袁他毅然
坚守岗位不撤离袁被授予 野马里卫生功勋勋
章冶袁并被推荐参选野浙江骄傲人物冶遥
郑萍 副主任护师袁
十病区护士长遥 从事临床
护理工作 22 年袁她爱岗敬
业袁认真负责袁严谨细致袁
工作中多次被病人评为
最满意医务人员遥 曾赴上
海市儿童医院尧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尧浙江大学附
属儿童医院进修袁积极引
进先进护理理念和技术遥 勤于思考袁不断钻研
业务袁努力进行护理创新袁带领科室成员积极
开展新业务尧新技术袁积极撰写护理论文袁在
各类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8 篇曰 作为项目负
责人立项嘉兴市科技局课题 1 项,主持院级新
技术 2 项袁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 项遥
赵莹 超声科副主
任医师遥从事超声工作 15
年袁 拥有过硬的业务水
平袁尤其乳腺超声诊断水
平位于全市前列遥 工作中
累计查出乳腺恶性肿瘤
1000 余例袁 其中早期约
300 例遥 她连续 6 年参加
省农村妇女两癌筛查培
训袁 并利用休息时间对五县两区基层医院提

供技术指导遥 她悉心带教年轻医生袁协助完成
疑难病例会诊及病例追踪随访工作遥 积极撰
写课题和论文袁2016 年成功申请市厅级课题
一项袁2017 年发表一级论文 1 篇遥 被评为两届
医院青年岗位能手遥 2017 年被评选为医院野优
秀青年骨干培养人选冶及嘉兴市第三届野致青
春冶优秀医务工作者遥
顾水琴 主任护师袁
护理部主任袁省护理学会
妇科护理专业委员会委
员遥工作 25 年袁她一直兢
兢业业袁勤勤恳恳袁重视
护理安全袁鼓励不良事件
无惩罚性主动上报袁积极
推动护理信息化建设袁目
前已开发使用电子护理
人员技术档案等在内的信息化管理系统遥 同
时袁不断深化优质护理服务内涵袁开设 PICC
门诊等袁为广大患者带去福音遥 在全院推广
中医特色护理及袋鼠式护理等新技术袁受到
广泛好评遥 近年来主持市局级科研 1 项袁省
级科研 2 项袁参与省市级科研 4 项袁在核心刊
物上发表论文 10 篇遥 由她带领的护理图团
队袁2017 年共申报国家新型实用专利 25 项袁
成功立项省市级科研 9 项遥
曹云飞 主任医
师袁五病区主任遥 从事临
床工作 17 年袁兢兢业业袁
不辞辛劳袁坚持野有时去
治愈袁常常去帮助袁总是
去安慰冶工作信念遥 想病
人所想袁急病人所急袁宁
愿加班加点袁 也要尽可
能地 帮 病 人 解 决 问 题 遥
多次收到病人及家属的表扬信和锦旗袁多次
被病人评为最满意医务人员遥 严于律己袁诚
恳待人袁尊重和关心同事袁设身处地为大家
着想袁尽心尽责地带教下级医生遥工作之余袁
她不忘加强业务学习袁 不断总结临床经验遥
连续 5 年被评为院级先进工作者遥 2017 年
市级课题参与第 2 位遥

王春燕 检验科主
管技师袁从事临床检验工
作 8 年遥 工作中认真踏
实袁 严谨对待每一份标
本袁坚持做到检验报告的
准确性尧 完整性尧 及时
性袁袁坚持业务学习袁不断
汲取医学检验理论的新
进展遥 乐于奉献袁随叫随
到袁 风雨无阻袁 加班加点毫无怨言遥 曾在
2016 年获得 野嘉兴市临床输血人微型讲课
比赛冶一等奖袁以及野首届浙江省临床青年
输血人微型讲课大赛冶三等奖遥
方姗 妇产科主治
医师袁在临床一线工作 7
年余遥 爱岗敬业袁严谨认
真袁一丝不苟遥 坚持学习
妇产科理论研究新成果尧
新进展袁 不断吸取新知
识袁提高业务水平遥 工作
中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袁耐
心与病人及家属沟通袁用
自己的真诚和专业换取
病人的信任袁 多次收到病人的感谢信及锦
旗遥 2014 年尧2015 年个发表论文一篇遥 在医
院急救知识技能竞赛中荣获二等奖遥 积极
报考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习袁 已通过全国统
考袁进入论文研修阶段遥
朱丹君 急诊科主
管护师袁急诊急救专科护
士袁护理总带教遥 从事护
理工作 14 年遥 工作积极
主动袁业务能力强袁尤其
在急危重病人抢救时具
有较强的应变能力遥作为
急诊科总带教袁尽心尽职
地做好规培生尧进修生和
实习生的培训遥 工作中发挥表率作用袁曾多
次荣获院级及市级操作技能比武荣誉袁先后
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尧 医院先进工作者尧院
级优秀护士尧优秀病区护理总带教遥 2017 年

市情景模拟双人心肺复苏团体三等奖遥
许正芬 门诊部主
治医生袁 研究生学历袁中
国妇幼保健协会老年医
学分会秘书兼委员袁嘉兴
妇科内分泌学组秘书遥从
事临床工作 9 年遥 2016
年开展超声聚焦技术袁并
申请为 2016 年院级新技
术及 2017 年嘉兴市科技
局的课题遥 2017 年开展妇科内分泌专科门
诊袁耐心与患者沟通的同时袁加为微信好友袁
分享科普知识袁受到一致好评遥 2017 年成为
浙大关爱女性公益基金科普讲师团讲师袁进
修后到大学尧 社区参加 10 余次公益科普讲
座遥 担任医院妇科门诊规培秘书袁市级课题
负责人袁发表二级论文 1 篇遥
李吴军 办公室干
事袁助理经济师袁从事医
院宣传工作 5 年遥 他勤奋
好学袁兢兢业业袁出色完
成宣传报道任务袁为外塑
医院形象贡献力量遥时刻
关心医院动态袁努力挖掘
新闻线索袁及时展示医院
发展成果袁在全省院报评
比荣获图片类三等奖等
荣誉遥他埋头苦学袁提升微信运营功底袁不断
传播医院正能量遥目前微信用户已达 16 万袁
多条消息阅读量达 2W+袁点赞 300+袁在全
省卫生系统微信影响力排名位居前列遥他还
负责医院日常拍摄工作袁用照片记录医院发
展和变迁遥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1 篇遥
周 庆女 新 生 儿 科
主治医生遥 从事临床工作
9 年袁2014 年至省儿童医
院进修后袁在全市率先开
展振幅整合脑电图在新
生儿脑功能监测中的应
用遥 工作中兢兢业业袁勤
奋刻苦袁能独立完成危重

症患儿的抢救袁尤其是极早早产儿和极低体
重儿的管理遥 2017 年成功抢救存活多位超
低体重儿袁其中体重最低者 760g遥 她还承担
了实习生和规培生的带教工作袁目前担任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儿科基地教学秘书遥2016
年获市级课题 1 项袁发表省级以上杂志文章
1 篇袁2017 年成为医院首批优秀青年骨干培
养人选遥 2016 年度获我家野三好生冶和院级
先进个人袁嘉兴学院野优秀带教老师冶遥
项生群 六病区主
治医师袁 从事临床工作
11 年遥 工作中严于律己袁
兢兢业业袁 业务水平突
出遥 产科工作即需要仔
细尧耐心尧爱心袁亦需要决
断和果断袁时刻牢记自己
的使命袁 护卫母婴安全袁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
的责任感袁在工作岗位上从无怨言袁任劳任
怨袁参加在职研究生学习袁继续巩固知识并
不断学习新技术尧新进展袁作为一名普通的
共产党员尧普通的妇幼保健院一员袁踏踏实
实做好本职工作袁光荣的作为一枚螺丝钉发
挥自己的光和热遥 2016 年市级课题第三参
与者遥
祝真妮 儿科病区
副护士长 渊全面负责冤袁
主管护师袁 从事临床护
理工作 11 年遥 她有高度
的 事 业心 和 责 任 感 袁 严
格要求自己袁 积极学习
新知识尧新理论袁具有熟
练精湛的护理操作技
术遥 对待病人态度和蔼袁
做到耐心解释袁细心治疗遥 担任儿科党支部
小组长袁积极参加党建工作遥 成功申报院级
课题 1 项袁2014 年经过浙江省重症监护渊小
儿尧新生儿冤专科护士培训成为小儿 ICU 专
科护士袁2016 年发表二级论文 1 篇袁并被评
为 2016 年度院级优秀共产党员遥

凌利 超声科主治
医师袁 从事超声工作 8
年遥 她积极和临床医生沟
通袁 注重疑难病例积累袁
有较强业务能力遥 积极学
习新技术新项目袁现能独
立完成经阴 道 三 维 输卵
管超声造影袁并参与新技
术临床推广 和 科 内 带教
工作遥 作为科室盆底三维超声项目培养对
象袁积极向杭州超声专家学习遥 努力做好日
常带教工作袁2017 年会诊妇科超声 230 多
例遥 2017 年医院野大爱相伴 医路风华冶征文
比赛获得二等奖袁多次获得医院信息报道先
进个人袁在 2017 年野嘉兴市青年超声医师技
能比赛冶中荣获三等奖袁市级课题第三参与
者遥
潘晓娜 妇保科主
治医师袁 研究生学历袁从
事妇女保健工作 9 年遥 熟
练掌握门诊业务技术袁
2017 年起承担南湖区及
全市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管理袁作为市级项目管理
人员参加省预防艾滋病尧
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
作及省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培训袁并做好
对五县两区基层医院的指导及质控遥平时工
作踏实袁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遥 2016 年取得
硕士学位袁同年取得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资
质遥参与多个科研项目包括同等学力研究生
课题及省级课题遥作为市级师资参与省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培训袁并连续 3 年对南
湖区进行培训袁作为市级师资对平湖进行儿
基会项目逐级培训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