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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对于我院临床实习

生黄莹莹和石蒙选来说，有点特别。

她们响应号召，接受“就地过年”这
份特殊的“邀请”，选择留在医院过
年。我院领导和相关科室给予她们
温暖关爱，让她们度过了一个不同
寻常的喜庆节日。

黄莹莹是贵州省兴义市人；石
蒙选是乐清人，父母在兰州经商。虽
然她们已将近一年时间没有见到父

母了，但由于疫情防控需要，黄莹莹
不能回老家团聚，石蒙选父母无法
回家陪她过年。

放寒假前，我院科教科林洁老
师在确认学生春节去向时，得知她

们要留在医院寝室过新年。“不管在
何岗位上，选择不回家过年，体现的
是大家对防疫工作的理解和配合。”
钦佩之余，她不禁思量，在“就地过
年”的主题下，如何让两位学生度过

一个温馨的春节？林洁提前十来天，

悄悄在网上定制了刻着她们名字的

可乐，又为她们准备了一份牛年小
礼物。大年三十晚上，林洁亲手做了
几道好菜，邀请两位学生来家里一
起吃年夜饭。席间，她们开香槟，一
起看春节联欢晚会，让看似“遗憾”

的就地过年充满温情。

正月初一上午，我院党委书记
陈余钿、科教科主任陈少杰等人特
意前去慰问黄莹莹和石蒙选，与她
们亲切交谈并送上新春祝福，让她
们 感 受 到 来 自 医 院 的 人 文 关

怀。 渊科教科 供稿冤

“双百结对 共建文明”
2月 26日，我院与湖雾镇

定头村举办“双百结对 共建文
明”活动签约仪式。在定头村文
化礼堂，我院副院长邵去非与
定头村书记、主任陈匡飞进行

了签约，结成共建文明对子。
本次签约旨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以“五大发展理念”
为指引，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双向互动、互建共享，充分
利用文明单位在文化、人才、信

息、资金和文明创建等方面的优

势，积极发挥文明单位的先进示
范引领作用，帮助结对村培养新
型农民、培育文明乡风、繁荣农
村文化、建设优美环境。

据悉，本次结对共建时间为
3年。“在未来的合作中，我们将

充分发挥医疗卫生及文化方面
的优势，为结对村做好服务与帮
助。同时，希望在结对过程中能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邵去非副
院长表示。 渊宣传科 林晓秋冤

骨科团队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助产士门诊与
母乳喂养咨询门诊即将开诊

为体现人文关怀、促进自

然分娩，3月 1日起，我院将开
设助产士门诊，由资深助产士
出诊，为准备自然分娩的准妈
妈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咨询服
务，解决个性化的健康问题。

在该门诊，助产士可为有
顺产愿意的孕产妇介绍临产征

兆、待产过程、分娩技巧、产房
特色服务等，同时制定分娩计
划，让准妈妈对分娩有一个初
步的认知，了解分娩过程，适当
减轻孕妇对分娩的恐惧心理，
树立分娩信心，使其在产程中

能更好地配合助产士，提高顺
产率。

助产士是迎接新生宝宝
“第一人”，将帮助每位伟大的
妈妈完成幸福又艰辛的分娩过
程。有需求的准妈妈们可到助

产士门诊，获得专业的支持和
帮助，以快乐的心态顺利完成

分娩过程。

为有效地提高孕产妇母乳

喂养知识水平，帮助妈妈们解决
母乳喂养中的各种难题，提高母
乳喂养率，3月 1日起，我院特
开设母乳喂养咨询门诊。
母乳是宝宝的最佳食物，母

乳喂养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及母
亲的身体恢复都有着不可替代

的益处，大大优于人工喂养。但
是，哺乳期妈妈很容易遇到乳房
胀痛、乳汁不足、乳头皲裂、乳头
凹陷、漏奶等问题，令全家人都
焦虑不已。

母乳喂养门诊以保护母婴

的健康与安全为出发点，有针对
性地给予妈妈们泌乳与母乳喂

养方面的帮助和指导，树立母乳
喂养的信心，为孕产妇及其家庭
提供科学、规范、延续性的专业
性服务。针对哺乳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母婴专家都会给予科学的
意见和建议。

渊妇产科整理冤

门诊时间院每周一尧三尧五上午
门诊地址院门诊四楼产科门诊内渊可在医院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冤

院团委获温州市“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院领导慰问春节值班人员

2月 1日，在牛年新春即将

来临之际，我院党委副书记王
军、工会主席万丰、党办主任朱
晓炜和退休支部书记、银发仁
心工作室负责人等 8 人，对体
弱或患病卧床的部分离退休老
党员、老员工进行节前慰问。家

访中，慰问人员对老同志嘘寒
问暖，关心老同志的生活现状，

虚心听取他们对医院发展提出

的建议，并为他们送上衷心的祝
愿及“福”字中国结、慰问金。

节前慰问离退休人员是我
院党委、工会和银发仁心工作室
多年来坚持开展的一项活动，受
到老同志的欢迎，给他们带来了

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渊退休人员 倪健冤

喜迎新春 慰问“到家”

近日，我院团委获 2020年度温州
市“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据悉，
温州市“五四红旗团委”是温州市团
线上的最高荣誉。荣誉的背后，是我
院团委多年来不懈的努力和积淀，是

所有团员青年辛勤的付出与汗水。

我院团委成立至今，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团员，目前有注册成员 241人。
院团委书记王旭彬表示，近年来，院
团委在院党委及上级团委的坚强领
导下，积极探索共青团改革方向和发

展道路，全面开展团的品牌工作和特
色实践活动，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
展。

院团委以增强团员意识教育活

动为载体，弘扬文明新风，不断增强
青年奉献意识，扎实推进志愿者服务

活动，动员广大团员青年服务社会，帮
助他人。团委依据自身优势，围绕各卫
生主题活动日，联合专科开展各类义
诊活动。每年 3月，院团委联合党支
部，在市区晨沐广场举行“雷锋月义诊

行”活动，传承“关爱老人、尊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给市民送去一份关怀。每

年 9月 20日是全国爱牙日，院团委定
期联合口腔科医生，到幼儿园、中小学
开展“关爱牙齿，关注健康”公益活动。
团委还围绕医院中心工作，开展

一系列岗位建功活动，建立“红色网格
员”制度，设置“红色驿站”，持续开展
“红马甲”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团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020年 1月下旬新冠疫情伊始，

院团委迅速发起召集，全院团员青年
积极响应。作为院团委的一分子，骨科
青年医生周斌表示，自己年轻，还没小
孩渊妻子预产期在 5月份冤，家里没有
太多牵挂，毅然决定投身抗“疫”。2019

年获得温州“青年文明号”的药学部推
荐多名青年药师进入隔离病房，指导
病人用药；超声医学科“青年文明号”
的青年团员参与全院发热患者的 B超
检查工作；急诊科“青年文明号”选派
骨干医生、护士参与一线诊疗、救治工

作。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李青青
作为乐清市卫健系统唯一一名支援武
汉的医护人员，在武汉整整奋斗了 52
天。

此外，院团委组建了 3支后勤保
障和物资配送“青年突击队”，及时将

物资送到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手上。
渊团委 刘陈慧冤

近日袁 我院骨科黄忠胜主
任课题组在国际著名科学期刊

叶Food & Function曳渊中科院分
区一区 TOP 期刊 冤 发表了
叶Grape seed procyanidins sup-
press the apoptosis and senes-
cence of chondrocytes and
ameliorates osteoarthritis via the
DPP4-Sirt1 pathway曳 渊中文名
为 院 葡萄籽原花青素通过
DPP4-Sirt1途径抑制软骨细胞
凋亡和衰老进而改善骨关节

炎冤论文遥 论文第一作者为我院
骨科新秀王克医师袁 通讯作者
为黄忠胜主任袁 乐清市人民医
院为第一和通讯作者单位遥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袁
脊柱尧 骨关节等退变性疾病的

发病率也逐年增加遥王克医师从
骨性关节炎的发病机制入手研

究袁 早期发现胰高血糖素样肽
-1渊GLP-1冤在软骨细胞和髓核
细胞当中具有抗炎尧抗凋亡的作
用遥 而作为调节 GLP-1降解的

DPP4的作用机制目前本专业领

域尚不明确袁通过组织学分析发
现 DPP4 在 OA 软骨组织中高
表达袁因此大胆推测 DPP4与骨
性关节炎有一定的相关性遥课题
组进一步研究发现袁葡萄籽提取
物花青素可以抑制 DPP4 激活

Sirt1袁从而抑制软骨细胞凋亡和
衰老袁 延缓骨关节炎病的进展袁
为延缓骨关节炎进展提供了新

的治疗策略和潜在药物遥
渊科教科 供稿冤

2月 11日晚渊农历
除夕冤、2 月 12 日上午
渊大年初一冤，我院领导
班子成员带领相关职
能科室负责人，分组慰

问在春节期间仍坚守
岗位、严防疫情的工作
人员。

在慰问活动中，我
院党委书记陈余钿、院
长朱建东分别带队，深

入临床一线及行政后
勤科室，向大家致以新
春祝福，并送上慰问
金。他们详细询问春节
期间的患者救治、疫情
防控及后勤保障情况，
勉励各科室落实好相
关工作，努力为全市人

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医
疗服务，助力市民过上
一个平安、祥和的春
节。

文/江浩亮
摄/林晓秋 石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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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患者腹鼓如怀孕
腹腔镜下微创手术来切除

2月 20日，我院妇科医

生团队在温州市中心医院冯
泽蛟主任的指导下，为 1例巨
大子宫肌瘤患者实施了腹腔
镜下子宫切除术，免除了她开

腹手术之苦。
该名患者现年 48 岁，患

有子宫腺肌症、多发性子宫肌
瘤等，子宫增大如怀孕 5个月
一般大小，表面高低不平，给
她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冯
泽蛟教授在我院妇科医生徐
伯仲、郑佩环的配合下，在腹

腔镜下分离粘连的子宫与肠
管，采用分段式切除法成功地
切除了患者的子宫，创伤小，

患者术后恢复良好。以往，此

类大子宫手术都采用开腹手

术，术后肠管功能恢复比较
慢，患者住院时间较长。

腹腔镜手术技术的发展，
使得许多开放性手术被腔内

手术取代，为患者提供了更多
的手术选择机会。腹腔镜手术

的创口很小，把对周围组织的
损伤降至最低，术后伤口疼痛
明显减轻，一般术后 7天即可
恢复健康并投入工作，受到广
大患者的关注。我院妇科开展
腹腔镜手术 10余年，医生临

床经验丰富，冯泽蛟教授加入
后，团队更是如虎添翼，能更

好地为乐清女性患者服务。
渊妇科 杨学锋冤

人人学急救，个个会急救
护工也要练好本领

为加强院内护工应对突
发事件的能力，营造出“人人
学急救，个个会急救，珍惜关
爱生命”的良好氛围，1月 29

日下午，我们医务部牵头，组

织工会巴林特小组和急诊科
青年文明号联合乐清市红十
字会，在行政楼 5楼第三教室
举行本院护工急救知识培训，
来自行政后勤岗位的近 50名
护工参与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主要为传
授红十字起源、心肺复苏术、

止血包扎理论知识及实际操
作演示。结合我院护工日常工
作实际，巴林特小组管正通、
林昌孝医生、急诊科青年文明

号代表吴文珍医生和红十字
会二级讲师傅友芬、包旭洲讲
解了相关急救知识，工作人员
为护工们分发急救包和急救
培训手册。在授课老师的带领
下，参加培训的护工有序地进

行心肺复苏实操练习。
我院巴林特小组成立于

2017年 11月，最早关注的是
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问题，以
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自
2018年开始，在乐清市红十
字会的支持下，巴林特小组核
心成员践行“人人学急救，急

救为人人”精神，开设公益课
堂，向社会大众普及各种急救

知识和技能渊如心肺复苏和止
血尧包扎尧固定尧搬运知识冤，主
动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还到敬老院

送医送药，体现了人文关怀。
巴林特小组还连续两年在市

总工会开设日常急救知识课

程，培训出一批优秀的红十字
救护员。

我院急诊科是乐清市成
立最早的急诊急救医疗系统，

是一个拥有接诊室、复苏室、

抢救室、留观病区、重症监护

室，急诊输液室等完善体系的
综合性科室，拥有胸痛中心
渊国家级冤、创伤中心、卒中中
心、消化道出血中心，承担着
全市院外现场抢救和院内急

症救治的应急医疗服务任务。

科室共有医护人员 79人，2019
年门急诊量 167455人次，抢救
9112人次，院外突发事件、大
型活动等公共指派任务完成
共 136项。科室获 2017-2018

年度乐清市模范集体，2017年
度、2018年度温州市急诊医学
质控中心年度市级优秀分中
心等称号。科内多名人员获温
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十佳医德
医风标兵、浙江省援鄂优秀护

士、浙江省抗疫坚守前线杰出
护士、温州市医学会急诊医学
分会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
等称号。

一旦病人出现心跳骤停
等特殊情况时，目击者将成为
挽回生命的第一救助者。此次
巴林特小组和急诊科联合举

办的急救知识技能培训，不仅
让我院护工掌握基础的心肺

复苏急救技能，提高我院护工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还让她
们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宝贵，
使她们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

到本职工作中。

渊宣传科 林晓秋 江浩亮冤

日前，我院呼吸介入团队在浙大邵
逸夫医院陈恩国主任的指导下，成功地
为一名食管癌患者开展支气管镜下支
架植入术，让他重新畅通“呼吸之路”。

该患者今年 56岁，因“进食困难半
月”入住我院肿瘤外科，该科医生检查

发现患者合并两肺多发感染。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医生参与会诊，在支气管镜
检查中，发现患者左侧主支气管外压性
狭窄，腔管明显塌陷、闭塞，管壁有一个
约 5毫米的瘘口与食管相通 渊图 1尧图
2冤，考虑患者存在气管食管瘘的形成。

气管食管瘘是食管癌晚期的常见
病症，一旦发生，可引起吸入性肺炎，如

不及时治疗，严重的误吸可导致感染性
休克，甚至危及患者生命。由于患者病
情危重、麻醉风险大，我院呼吸介入团队
和麻醉手术科郑海燕主任讨论后，决定

为患者实施“全麻下经支气管镜下支架
置入术”封堵瘘口。该手术相对安全，通

过人体自然腔道，以最小的创伤解决当
前最棘手的问题。因此，方案立即得到
患者及家属的同意。

2月 24日，李继法主任带领呼吸介
入团队，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陈恩国主任

的指导下，成功为患者置入支气管支架
封堵瘘口渊图 3尧图 4冤，整个过程不到 10
分钟。术后，患者呛咳、咳痰等症状得到

了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大为提高。

我院于 2021年 1 月与浙大邵逸夫
医院签约成立本院首个博士工作站，指
导开展呼吸科的介入治疗技术，并有多

名医师外出进修呼吸介入技术，目前已

成功开展支气管镜下高频电圈套切除
术、支气管镜下肿瘤切除术、支气管镜下

支架置入术。此例支架置入封堵气管食
管瘘口手术的成功开展，迈出了我院呼
吸科内镜介入治疗的新步伐，为乐清地
区患者提供更便捷的呼吸系统疾病治疗

方式。

渊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张协冤

畅通“生命路”
呼吸内科开展支气管镜下支架植入术

多学科团队联合 生死极速 3小时
成功救治 1例心肌梗死患儿

2月 2日袁曾突发心肌梗死的 13
岁男孩顺利出院了遥 在他入院救治的
半个多月时间里袁我院儿科尧心血管内
科尧ICU尧急诊科尧介入科等多学科联
合袁争分夺秒袁团结协作袁最终给他带
来了崭新的野生机冶遥

1月 14日下午袁一个平凡却又不
一样的下午袁 我院儿科急诊接诊了 1
例突发胸痛患儿遥 他于 1小时前剧烈
运动后出现胸痛症状袁疼痛剧烈袁大汗
淋漓袁持续不能缓解袁送至我院急诊抢
救室时袁血压无法测出遥儿科医生立即
给他做了心电图检查袁 结果显示 ST
段抬高袁血肌钙蛋白尧心肌酶谱明显升
高袁提示存在急性心肌梗死遥难道是儿
童急性心肌梗死钥 这在儿科医生日常
工作中是非常罕见的遥

随即袁 患儿咳出大量粉红色泡沫
痰袁情况十分危急袁患儿目前处于心源
性休克尧心力衰竭状态袁这是急性心肌
梗死最危险的并发症遥 野时间就是心
肌尧心肌就是生命冶这句话深深地牢记
在每位医师的心中袁 越早对坏死的心
肌进行治疗袁 起效越快袁 患者预后越
好袁 救治每一例心梗患者都是与时间
赛跑袁一分一秒都容不得耽误遥儿科王
琼艳医生和急诊科叶克俭副主任及急

诊医护团队第一时间予以利尿尧 扩冠
脉尧升血压等药物治疗袁紧急启动应急
预案袁通知胸痛中心和儿科张冰主任尧
赵益伟副主任尧张伟副主任医师尧心内
科虞旭东主任尧 李洁副主任医师及介
入科尧ICU尧麻醉科等科室主任和医生
立即奔赴急诊科参与抢救遥

考虑患儿存在 野急性冠脉综合
征冶袁有急诊冠脉造影指征袁医院马上

开通绿色通道袁将患儿急送至 DSA导
管室袁ICU 陈朴主任给予患儿气管插
管呼吸支持袁虞旭东主任尧介入科戈睿
佗主任尧 王宇医师等人员共同配合马
上行冠脉造影术遥 造影显示患儿的左
主干狭窄达 90%以上袁 且冠脉开口和
正常儿童不同袁增加了操作难度遥此时
患儿的生命体征很不稳定袁 血压靠大
剂量升压药维持袁 气管插管的管道里
满是泡沫样痰袁 提示患儿正处于严重
的急性左心衰状态遥 而左主干所致的
心肌梗死死亡率又是极高的袁 一点小
意外都可能使患儿的血流动力崩溃遥
在场医务人员的心都紧揪着袁 大家憋
着一股劲袁 暗下决心要挽回这条年轻
的生命遥虞旭东和戈睿佗密切配合袁迅
速而谨慎地放好指引导管袁 小心地将
钢丝送至血管远端建立 野生命线冶袁成
功在左主干植入支架遥瞬间袁患儿的左
主干明显扩张开来袁 心肌血流灌注迅
速好转浴经过近 3个小时的奋战袁患儿
生命体征趋于稳定袁心功能逐渐改善袁
脱离了危险遥大家长舒一口气袁不约而
同为孩子的坚强和幸运鼓掌遥 那天下
午袁每个亲历抢救过程的医护人员袁都
真切体会到了生死时速的惊心动魄遥

术后患儿入住 ICU袁在 ICU医护
人员的精心救治下袁于 1月 16日成功
拔管脱机遥 1月 18日袁 患儿病情平稳
后袁转入儿科病房继续治疗遥
这例儿童急性心肌梗死引发了医

务人员的思考与讨论袁患儿年纪轻轻袁
到底是何种原因引起的心梗呢钥 儿科
医生对患者进行详细的病史询问和检

查袁并邀请心内科尧介入科尧急诊科尧
ICU等相关科室专家进行多学科会诊

讨论袁 以便明确患儿的病因诊断及下
一步的治疗方案遥 同时袁我院还邀请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心内

科吴蓉洲主任 渊关于吴蓉洲主任的介
绍袁 请看下一条报道冤 来我院进行会
诊袁吴主任认为该病例极为少见袁病死
率高袁为浙南首例报道袁该患儿能成功
救治袁 既检验了我院综合应急救治能
力和水平袁急情有预案袁训练有素袁全
院协作紧密袁 也充分体现了我院作为
三级综合医院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的

强大优势遥 该患儿在我院的积极救治
下袁病情恢复很快袁得以顺利出院遥

急性心肌梗死是心肌缺血性坏

死袁大多是在冠脉病变基础上袁发生冠
脉血供急剧减少或中断袁 使相应的心
肌严重而持久地急性缺血所致遥 儿童
心肌梗死的原因有川崎病尧 冠脉起源
异常尧爆发性心肌炎尧先天性心脏病尧
免疫性疾病引起的冠状动脉炎症尧家
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等遥 现有报道儿童
心肌梗死的发病率低袁症状隐匿袁一旦
发生则病情极为凶险遥 近年来袁儿童心
梗发病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袁 尤其在青
少年期间运动量急剧增加时容易诱发

急性心梗遥
我院临床多学科治疗团队渊MDT冤

于 2014年开始建设袁集中医院多学科
的精英力量袁 在多学科团队协作和技
术支撑下袁 在危急中及时挽救了大量
的病患遥 这例患儿的成功救治袁离不开
我院多学科团队的共同努力遥 多学科
团队的协作支撑必将快速推动我院儿

科的学科发展袁 更好地为乐清广大儿
童服务袁让生命感受到最坚实的力量遥

渊儿科 施李芬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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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区院关节运医科

渊医疗急救大楼 15楼冤

各髋、膝、肩、肘关节退行性疾病和疼痛、运

动系统先天性疾病和功能障碍、运动性损伤，年

龄 60周岁以上的股骨颈骨折病人以及关节运

动医学科术后康复复诊病人。

1、金建华组手术日：周一、周四

2、万曲桥组手术日：周二、周五

关节运医科门诊设 113、115诊室

诊治病人范围：

各髋、膝、肩、肘关节退行性疾病和疼痛、运

动系统先天性疾病和功能障碍、运动性损伤，

年龄 60周岁以上的股骨颈骨折病人以及关节

运动医学科术后康复复诊病人。

二病区:脊柱足踝科

渊医疗急救大楼 16楼冤

①脊柱疾病如脊柱创伤、肿瘤、感染、先天

性畸形、功能障碍等疾病，具体如：脊柱骨折、脱

位渊损伤冤、退变性疾病渊颈椎病尧腰椎间盘突出

症尧椎管狭窄冤、颈项痛 /腰背部慢性疼痛等；

②足踝先天性、后天性疾病，小腿中下 1/3、

累及踝关节及以下的骨折与损伤病人渊包括前尧

中尧后足部损伤和骨折冤。

1、黄忠胜脊柱一组手术日：周二、周五

2、赵政脊柱二组手术日：周一、周四

3、郑立程足踝外科组手术日：周一、周四

脊柱外科门诊设 112诊室

诊治病人范围：

脊柱疾病如脊柱创伤、肿瘤、感染、先天性

畸形、功能障碍等疾病，具体如：脊柱骨折、脱位

渊损伤冤、退变性疾病渊颈椎病尧腰椎间盘突出症尧

椎管狭窄冤、颈项痛 /腰背部慢性疼痛等。

足踝外科门诊设 117诊室

诊治病人范围：

先天性、后天性足踝疾病，小腿中下 1/3、累

及踝关节及以下的骨折及损伤病人 渊包括前尧

中尧后足部损伤和骨折冤。

骨科综合诊室渊117诊室冤诊治病人范

围需具体看出诊的医师袁 根据出诊医师的

亚专业分配相应专科的病人和累及骨科多

部位病痛的患者袁 同时和 116冲击波门诊

诊室承担门诊MDT会诊病人遥

十五病区:创伤手外科

渊医疗急救大楼 17楼冤

①四肢骨折创伤、严重多发伤，骨盆髋臼骨

折；

②四肢骨关节软组织损伤、肿瘤、感染等疾

病，具体如四肢骨折渊股骨颈骨折病人限定年龄

60周岁及 60周岁以下的病人冤、化脓性感染、软

组织损伤、感染、创伤骨科术后复查病人；

③创伤骨科断指渊趾冤再植、手指渊趾冤再造，

各种类型皮瓣移植，肌腱、神经松解和修复术；

④骨质疏松症及合并骨质疏松症的各类四

肢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⑤足踝创伤除外。

1、金亚平组手术日：周二、周五

2、李科伦组手术日：周三、周六

3、倪建光组手术日：周一、周四

门诊设 111、116诊室

111诊室诊治病人范围：

1、四肢骨折创伤、严重多发伤，骨盆髋臼骨

折；

2、四肢骨关节软组织损伤、肿瘤、感染等疾

病，具体如四肢骨折渊股骨颈骨折病人限定年龄

60周岁及 60周岁以下的病人冤、化脓性感染、软

组织损伤、感染、创伤骨科术后复查病人。

3、创伤骨科断指渊趾冤再植、手指渊趾冤再造，

各种类型皮瓣移植，肌腱、神经松解和修复术；

4、骨质疏松症及合并骨质疏松症的各类四

肢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5、足踝创伤除外。

116诊室渊冲击波门诊兼创伤骨科冤诊治病

人范围：诊治创伤骨科范畴和适合冲击波治疗

的病人，和 117诊室承担门诊MDT会诊病人。

为给市民提供更细化尧更专业的骨科诊疗服务袁2月 3日袁我院对骨科亚专科病房进行调整袁成立创伤尧手
外科尧关节尧运动医学尧脊柱尧足踝等骨科亚专科遥 2月 8日袁骨科门诊医师也按亚专科做相应调整遥
我院骨科成立至今已有 30多年袁为温州市重点学科遥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开拓袁现骨科走上精细化发展

的道路袁在现有传统专科的基础上进行整合袁形成相对独立运行的亚专科袁进一步野做精尧做专尧做强冶遥
全新的起点袁全新的面貌袁新一代乐医骨科人将迈出坚定的步伐袁为乐清以及周边县市百姓提供更优质尧

更便捷的服务遥

调整后的骨科设三个病区渊一尧二尧十五病区冤袁设关节尧运动医学尧脊柱尧足踝外
科尧创伤和手外六个亚专业袁六个门诊诊室遥 详情如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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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医人的“年”
忙碌又温暖

正月初一凌晨 5时 15分，随着一
声“哇”的啼哭声，市人民医院的产房
里，刘女士的宝宝出生了，是个小男宝，
重 3.2公斤，哭声洪亮。这是市人民医院
正月初一出生的第一个牛年宝宝。一切

处理妥当后，刘女士和宝宝被送到病房
休息，不一会儿，医护团队就给母子俩
送来一个小惊喜。

“这是我们给宝宝的新年红包，祝
福宝宝健康成长。”产科的几名医护人
员一起来到病房，拿出一个红包，轻轻

放在宝宝的枕头边。此时宝宝还在熟睡，

母亲侧脸看着他，满眼都是幸福。

刘女士惊喜道：“没想到孩子人生中
的第一个新年红包，竟是医护人员给
的。”这是刘女士的第二胎，恰巧生在正

月初一。“谢谢你们的关照，一起合影给
宝宝留念吧。”刘女士刚生产完还不能起

身，宝宝由护士抱着，跟产科的医护团队
来了张合影。

产房护士长王东乐说，过去的 2020
年特别不容易，刘女士的宝宝是医院出
生的第一个牛年宝宝，医护团队也是临
时起意，想给这个初一宝宝来点仪式感，

于是便准备了一个装有 100元现金的小
红包，产科团队的医生、助产士、护士等
一起来到病房，为宝宝送上新春祝福，希
望宝宝牛气冲天、健康快乐！

渊摘自叶乐清日报曳2021年 2月 18日
第 3版冤

姻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露露 通讯
员 林晓秋

春节期间袁正是千家万户阖家团聚尧迎春纳
福的美好时刻袁而我院广大职工依旧坚守在自
己的岗位上袁无私奉献袁兢兢业业袁确保春节期
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转袁助力广大市民度过一个
祥和快乐的春节遥

“医生，我前几日刚发现怀孕，可是
不久前吃了一些感冒药和抗生素，我该

怎么办？这个小孩还能要吗？这几天都睡

不好觉，年都过得不安心。”2月 12日，大
年初一 8时，乐清市人民医院里，除了紧

张忙碌的急诊科医生，临床药师肖仲祥
的门诊室内也迎来了一名病人。春节，与

家人团聚，是每个奔波在外的人心底最
温柔的愿望，但在当下疫情防控的特殊
时期，原本早该踏上回家乡湖北之路的
他，今年留在乐清，坚守岗位。

肖仲祥耐心地向病人了解了一些基
本情况后，花了半个多小时与她细心交
流，并告知这些药物完全没有影响，可以
放心继续妊娠。

相对于医生和护士，临床药师有点

“低调”。很多人认为，临床药师就是卖药

的或者发药的。其实，临床药师作为医院
MTD 诊疗团队的重要一员，他们与医

生、护士组成医疗团队，密切协作，为患
者的合理用药保驾护航，是参与药物治

疗方案制定与实施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促
进合理用药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

临床合理用药的“参谋”。

2009年，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药理
学硕士专业的湖北小伙子肖仲祥，就职于

乐清市人民医院临床药学已经 12个年
头。几乎每年春节都会回家探亲的他，今
年与身为护士的妻子决定，响应政府号

召，就地留乐过年。
“平时除了出诊、日常查房外，临床药

师还审核医嘱和处方、开展血药浓度监

测、药物代谢相关基因组学检测等业务。”
出诊工作刚一结束，肖仲祥又进入精准用
药实验室，为患者制定最佳个体化用药方
案提供科学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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