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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随处可见她们匆忙的身影袁她们是医院中最平凡的个体袁却也是医院里最忙碌的身影袁仅以手中的镜头记录下她
们的点滴袁在心底为她们吟一曲天使赞歌院

天使情怀
蓝口罩遮掩姣好的面庞袁
工作服裹住婀娜的身姿袁
燕尾帽拢住如云的秀发袁
我仍希望用眼神尧用语言尧用行动袁
展示天使般圣洁的美丽遥
只愿我的每一个笑容袁
能让您焦躁的情绪能有些许的平静遥
只愿我的每一个操作袁
能让您无奈的病痛能有稍微的缓解遥
无数个斗转星移的夜袁
我们努力的付出只为换来护患间的和谐遥
见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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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明确肩上的责任和工作的意义遥
目睹了太多渴望的眼神袁
所以才执着永不放弃的信念和付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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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卫中心召开 圆园员源 年度提高运营效能工作会议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医
院绩效管理袁 提高运营效率袁
猿 月 圆缘 日下午袁圆园员源 年度公
卫中心提高运营效率工作会
议暨干部扩大会议在金山本
部多功能厅召开遥 会议由中心
党委书记卢洪洲主持袁公卫中
心党政领导尧 中心主任助理尧
各部门科主任尧 支部书记尧护
士长及经济管理员等百余人
参会遥

但此刻
我们依然坚守着尧信仰着尧付出着噎噎
坚守着最初的誓言袁
信仰着职业的圣洁袁
付出着爱善的情怀浴

会议围绕如何加强精细
管理袁提高公卫中心运营效率
展开遥 陈志军总会计师就
圆园员猿 年公卫中心业务收支情
况尧野双控双降冶 指标执行情
况尧临床科室运营情况尧部分
医疗项目核算情况进行全面
的报告遥 张建良副主任作医疗
业务发展情况报告袁对野开源
节流冶举措进行详细分析和工
作布置遥 随后袁绩效办董华娟

主任尧社会医疗科张建华副科
长分别就绩效运营和医保工
作等内容作专题报告曰消化内
科程计林主任尧感染一科张仁
芳副主任就如何提高科室运
行效率作经验交流遥
张志勇主任就此次会议
作总结和部署袁他肯定了这次
工作会议是一次务实的会议袁
数据详实袁内容扎实袁要求所
有中层干部要有当家人的意

识袁认真研究院长绩效考核中
发现的问题袁加强野双控双降冶
管理袁 定期公布指标完成情
况袁齐抓共管袁采取有效措施
提高中心运营效率遥
最后袁张志勇主任还对公
卫中心文化建设尧中层干部大
局观及医疗安全工作等问题
作出指示袁并对中心即将开展
的野品管圈冶活动作了总动员遥
渊中心办 财务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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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月 猿 日袁 公卫中心在多功能会议厅召开党政领导后备
干部民主推荐会袁公开推荐中心院级正副职后备干部遥 会议
由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主持遥 全体领导班子及中层干部尧支
部书记尧科长助理尧护士长等 员猿园 余人参加民主推荐会遥 与会
人员按照公卫中心民 主 推荐 后 备干 部 方案 填 写了 民 主 推荐
表遥
渊党办 高锋冤

圆园员猿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 源 月 员 日举行袁 表彰
为上海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遥 市
委书记韩正尧 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杨雄主持会议并向获奖代表颁
奖遥 公卫中心主任张志勇领衔的野甲型流感诊断尧救治与预防应
对策略研究及应用冶项目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遥 成果第二完
成人卢洪洲教授作为获奖代表出席奖励大会遥 渊科研科 黄敏冤

公卫中心 圆园员源 年
教学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公卫中心召开
圆园员源 年度宣传工作会议

本报讯 源 月 员园 日袁 教育
科在行政楼第一会议室组织
召 开 了 圆园员源 年 教 学 工 作 会
议遥 公卫中心副主任陈良尧各
业务科室科主任尧教学秘书以
及教育科全体人员近 猿园 人参
会遥 会议由教育科副科长茅丽
娟主持遥
会上袁 首先由茅丽娟科
长 对 公 卫 中 心 圆园员猿 年 教 学
工作做了全面的回顾和总
结 袁 同时 指 出目 前 公 卫 中 心
教学工作中尚存的问题与
不 足 袁 并 对 圆园员源 年 公 卫 中
心教学工作计划进行介绍
和 布 置遥 随 后 袁由 教 育 科 颜
霞婷老师着重对本科教学
和实习管理情况向大家作
了 汇 报袁 并 就实 习 的 有 关 事
项作了强调遥

最后袁 公卫中心副主任
陈良作重要讲话袁 他肯定了
圆园员猿 年 教 学 工 作 所 取 得 的
成效袁 感谢大家所做出的努
力遥 他要求袁圆园员源 年各 科 室
仍要增强对临床教学重要性
的认识袁 要根据教学大纲的
不同要求开展和落实好教学
工作袁 并做好相应的教学台
账曰 要充分珍惜和利用现有
的教学资源袁 积极参加师资
培训袁 提高自身的教学能
力袁 为公卫中心教学工作进
一 步 发展 做 出贡 献 遥 同 时 袁
教育科仍应进一步做好服务
和监督的工作袁 加强教学管
理 袁 促进 教 学质 量 提 高 袁 让
公卫中心的教学工作进一步
提升遥
渊教育科 孙浩思冤

本报讯 猿 月 圆缘 日袁 宣传
科组织召开 圆园员源 年度宣传工
作会议袁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
张鸿丽到会并就年度宣传工作
进行部署袁 公卫中心各科室负
责人尧 通讯员及年鉴撰稿员近
缘园 人参加会议袁宣传科副科长
严晓慧担任会议主持遥
首先袁张鸿丽从五个方面
讲解了市卫生计生新闻宣传
工作的要求以及公卫中心本
年度宣传工作要点遥 一要围绕
公卫中心袁服务大局袁提升宣
传舆论的影响力曰二要大力弘
扬主旋律袁积极宣传医改中涌
现出的先进典型尧 凡人善举曰
三要继续深入一线临床袁倾听
基层声音袁弘扬一线医护辛勤
付出袁争取社会民众的理解支
持曰四要深入宣传践行野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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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管理 齐抓共管 完善运营

我们也曾迷茫过尧失落过尧怀疑过噎噎
迷茫过未来的期许袁
失落过理想的差距袁
怀疑过坚持的意义遥

猿

精诚尧平等仁爱尧敬畏生命尧追
求卓越冶 的上海卫生职业精
神曰 五要借百年院庆之际袁全
面推进公卫中心文化建设遥
会议还表彰了 圆园员猿 年度
公卫中心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及个人并由张鸿丽颁奖遥
宣传科张艳丽就上年度
工作小结及本年度工作安排做
了汇报袁宣传科李雯静尧范忭忭
分别对参会人员进行通讯员写
作及年鉴撰写的培训遥
附 一 院圆园员猿 年 度 公 卫 中
心宣传工作先进集院 感染一
科尧科研科尧护理部尧人力资源
部尧药剂科
附 二 院圆园员猿 年 度 宣 传 工
作先进个人院曹蓓蕾尧吴毅明尧
张洁莉尧朱慧尧冯艳玲
渊宣传科冤

要闻简报
派员至中山总部参加质量持
续改进活动启动大会
本报讯 源 月 圆 日袁在公卫
中心主任张志勇尧 副主任施裕
新的带领下袁临床尧医技尧科研尧
行政科室代表一行 员缘 人至中
山总院参加了中山医院第 源 届
质量持续改进活动启动大会遥
通过学习交流袁 公卫人对中山
总部质量持续改进的成效有了
深刻认识袁 对品管圈这一质量
管理方法有了进一步了解袁同
时也坚定了公卫人通过品管圈
活动全面提高医护质量和精细
化管理水平的决心遥
渊陨杂韵 办公室尧中心办冤
北京地坛医院领导参访公卫
中心
本报讯 猿 月 圆苑 日袁 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张永利院长尧陈航书记带队一
行 怨 人莅临公卫中心进行交
流访问袁 中心主任张志勇尧党
委书记卢洪洲携全体党政领
导及相关科室负责人欢迎北
京地坛医院领导一行遥 次日袁
相关部门人员参加了交流会遥
会后袁张永利院长一行参观了
实验动物部尧应急检测与生物
安全部和科学研究部遥 双方就
实验室具体设计尧软硬件配套
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交流遥
渊马芳 俞娟冤
上海市血友病 匀陨灾 感染者工
作座谈会在公卫中心召开
本报讯 猿 月 圆缘 日袁 上海
市血友病 匀陨灾 感染者工作座
谈会在公卫中心市区分部公
卫讲堂召开袁会议由上海市红
十字会和市爱心关怀领导小
组共同组织遥 市委市政府信访
办的主要领导莅 临 会 场 袁 听
取了各有关单位对开展血友
病 匀陨灾 感染者相关工作情况
的汇报遥 公卫中心主任张志
勇尧党委书记卢洪洲尧副主任
陈良出席了此次会议袁并作汇
报交流遥
渊中心办 蒋祎冤
退管会荣获先进集体等称号
本报讯 公卫中心退管会
荣获 圆园员员要圆园员猿 年度上海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系统 野退管工
作先进集体冶的称号曰张志勇主
任荣获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系统 野支持退管工作好领导冶曰
张洁莉同志荣获上海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系统 野先进退管工作
者冶曰退休职工陆有型等 苑 位同
志分别荣获上海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系统退休职工野先进块
组长冶尧野文体活动积极分子冶和
野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分子冶的称
号遥
渊退管办 张洁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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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卫中心开展
品管圈培训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公
卫中心员工学习质量管理的
科学方法袁掌握并运用现代质
量管理手段和工具袁提高医护
质量和精细化管理水平袁源 月
怨 日袁陨杂韵 办公室与护理部在
多功能会议厅联合举办品管
圈全员培训袁并邀请了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护理部主任
徐建鸣授课遥 公卫中心临床尧
护理尧医技尧行政科室共 圆园园
余人参加遥
徐建鸣主任从质量持续
改进的意义尧品管圈的基本概
念尧统计手法尧活动步骤等几
个方面袁 理论联系工作实例袁
为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遥徐建
鸣主任还向我们展示中山医
院开展品管圈活动七年来的

优秀成果袁品管圈活动的开展
不仅解决了中山医院 猿猿苑 个
临床尧管理上的问题袁制定了
员远猿 份标准化作业书袁而且还
全面提升了中山员工的质量
意识袁增强了全院凝聚力遥
通过这次培训袁广大员工
对于野品管圈冶这一熟悉而又
陌生的词汇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和理解遥 通过推广野品管
圈冶袁 可以充分发挥员工的智
慧袁 开发每个员工的脑力袁不
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尧管理
能力和服务能力袁 在方便病
人尧减少缺陷尧提高效率尧降低
成本等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袁
使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得到
持续改进遥
渊陨杂韵 办公室 护理部冤

为爱暴走院感动

百年风采

介入超声简介
介入超声即应用我们平
时说的超声仪器作为导向袁将
各种穿刺针或引流管等插入
病灶内袁 来完成各种穿刺活
检尧局部注药尧抽液及引流等
多种微创手术袁达到诊断及治
疗疾病的目的袁介入超声可用
于院
员冤 当 发 现 肝 尧 肾 尧 肺 袁 纵
膈尧甲状腺尧乳腺及其他多处
软组织肿块袁但不能明确是否
为恶性肿瘤时袁可进行超声引
导下穿刺活检从而替代先前
需要手术才能获得的组织标
本袁得到正确诊断遥 圆冤当身体
各部位如胸腔尧腹腔尧心包腔尧
关节腔尧膈下及手术区等出现
不正常的液体时袁可进行介入
超声穿刺抽液遥 抽出的液体可
进行各种化验袁从而能明确积
液的原因袁指导治疗遥 猿冤当巨
大肝囊肿尧肾囊肿产生压迫症

状时袁 可在超声引导下穿刺袁
将囊液抽净后注入无水乙醇
等硬化剂治疗遥 源冤小肝癌的无
水乙醇治疗袁射频消融袁微波
治疗等都可通过超声引导来
完成遥 当肝癌切除后复发尧肝
硬化严重或转移性肝癌不能
耐受手术时可进行介入超声
治疗达到非手术消灭肿瘤的
目的遥 还有袁肝脓肿的穿刺抽
脓尧肾积水的穿刺引流及阻塞
性黄疸的引流等都可以通过
超声引导来完成遥 而且袁介入
治疗还有更多的优点是操作
简单方便安全袁 病人损伤小袁
痛苦少袁恢复快袁费用低遥
本院超声科目前可开展
介入超声的临床诊断及治疗
工作袁临床有需要者可与张晖
主任医师联系袁电话院市区分
部院缘远远猿苑源源圆 或 猿苑怨怨园猿猿猿 转
远圆缘源 分机遥

公卫青年院给力

要公卫中心青年骨干顺利完成 缘园 公里公益暴走
要要

本报讯 源 月 员怨 日袁野圆园员源
一个鸡蛋的暴走冶公益活动在
金山区拉开帷幕遥 虽然下着大
雨袁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暴走活
动热情参与者的心情遥
来自公卫中心 怨 名暴走
队员 渊其中正式队员 远 名袁非
正式队员 猿 名冤 与 猿园园园 多名
来自社会各界公益爱心人士
参加了本次活动遥 凭借着队员
们的努力与坚持不懈袁远 名正
式队员全部走完全程袁真正身
体力行了野团结尧奉献尧诚信尧
卓越冶的公卫精神遥
早晨 苑 点 源缘 分袁公卫中心
暴走队员打卡出发袁 开始 缘园 公
里的暴走遥 一路上袁队员们不停
地互相鼓励袁全程大家始终在一
起袁没有一人掉队遥 尤其在走完
猿园 公里后袁 每一名队员都能感
受到大腿酸疼尧 脚底发胀等不
适袁甚至有队员起了水泡袁但是

公卫中心参与主办第 怨 届
叶上海 猿窑圆源 结核病论坛曳

本 报 讯 猿 月 圆园 日 原圆圆
日袁由公卫中心担任主办方之
一的 圆园员源 年第 怨 届叶上海 猿窑
圆源 结核病论坛曳暨第 员缘 届全
国结核病诊断与治疗新进展
学习班在上海宝隆美爵酒店
成功召开遥
中心副主任陈良出席开
幕式袁邀请 圆园 余名国内外著
名结核病防治专家做专题学
术报告遥 结核科主任卢水华尧
结核外科主任宋言峥和
阅燥怎早造葬泽 月 造燥憎则蚤藻 教授分别做
了题为 野艾滋病合并结核病
诊治 及 其进 展 冶尧 野 结 核 病 外
科治疗进展和野陨皂皂怎灶燥贼澡藻则葬鄄
责赠 葬灶凿 陨贼泽 孕则燥早则藻泽泽 燥枣 栽怎遭藻则鄄
糟怎造燥泽蚤泽冶的精彩报告遥 本次大
会有来自全国和海内 外 源园园
余名代表参会袁 有力推动了
结核病专科领域的学术交
流遥
渊结核科 熊延青冤

阮锋杰 摄
没有一个人将不适写在脸上袁欢
笑声伴随着队伍前行遥当某视频
记者向队员问起参加暴走的原
因时袁一句简单的野因为爱冶感动
了现场每一个人遥
本次暴走活动自始至终得
到了公卫中心领导的大力支持袁

公卫中心主任张志勇时刻关注
暴走进度袁并带头捐款遥 公卫中
心副主任施裕新尧党委副书记张
鸿丽专程前往打卡点慰问暴走
队员袁并送去慰问品袁其余公卫
中心领导与中层干部也通过不
同方式给队员们加油袁 医务尧后

勤等部门增设保障人员袁这无疑
增添了队员们走完全程的信心遥
当晚 员怨 点 猿园 分左右袁当
最后一名队员越过终点线袁泪
水尧汗水尧欢呼交织在一起袁因
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公益理念袁 更传承了公卫精
神袁 这对今年的百年院庆来
说袁无疑是一份特别的礼物遥
野一个鸡蛋的暴走冶活动袁
通过个人以行走 缘园 公里向朋
友劝募的方式袁为贫困地区儿
童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筹
集善款遥 据悉袁本届善款将全
部用于儿童少年在营养健康尧
教育发展尧安全保护尧社会融
合等方面的改善项目上遥 希望
大 家 于 缘 月 员愿 日 前 踊 跃 募
捐袁 募捐网址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遭葬燥扎燥怎援
造蚤葬灶择怎葬灶援燥则早援糟灶 辕 贼藻葬皂 辕 圆园员源 原
员园缘园袁奉献一片爱心遥
渊团委 辕 宣传科 范忭忭冤

公卫中心组织第二期中层干部培训大会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中
层干部管理能力袁提升医患纠
纷 防 范 与 处 置 能 力 袁猿 月 圆苑
日在金山多功能厅袁公卫中心
党委组织第二期中层干部培
训袁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张
鸿丽主持会议遥 会议邀请中国
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尧卫
生法研究中心教授袁副主任法
医师刘鑫教授作专题讲座遥 公
卫中心全体中层干部尧支部书
记参加培训遥 由金山医院党政
班子带队的中层干部团队以
及金山中西医结合医院尧金山

中心医院部分中层干部也应
邀参加培训遥
刘鑫教授在讲课中袁通过
高危医疗纠纷病例的识别指
标尧 高危医疗纠纷病例的处
置尧加强沟通构筑医患互信医
疗模式尧当前医疗风险告知存
在问题和医疗事故鉴定与病
历的关系等方面袁结合实际案
例袁全面讲解在当今社会背景
下医院应具备的医疗纠纷预
警能力尧高危医疗纠纷案例的
识别能力尧高危医疗纠纷处理
能力和方式方法等遥

张鸿丽书记在总结本次
培训中指出袁通过培训袁进一
步了解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袁
加深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袁
更好的掌握医疗纠纷防范措
施和应对技巧袁提高全院医护
人员医患纠纷防范意识遥 强调
在实际医疗工作中袁要妥善处
理好各类医患矛盾袁维护好医
患双方的权益袁努力营造和谐
医患关系遥
培训后袁中心保卫科向参
会人员简要介绍了中心新成
立的特保队遥 渊党办 高锋冤

肝病中心顺利召开首期临床科研联合学术交流会

本报讯 猿 月 员愿 日袁由公
卫中心肝病临床中心尧上海市
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共
同举办的首期野临床科研联合
学术交流会冶在市区分部肝病
临床中心七楼会议室顺利召
开遥 本次会议由肝病临床中心
主任王介非主持遥

会上中山医院肝胆外科
周俭教授首先针对目前国
内外肝癌的外科新进展和
近 期 科研 成 果进 行 分 享 袁 提
出了肝癌发病机制中的研
究难题和未来探索方向遥 华
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教授讲授对于临床医生如

何在做好临床工作的基础
上对自己的专业方向进行
深入的科学研究和分析遥 随
后 袁新 发 与再 现 传 染 病 研 究
所 章 树 业 研 究 员 作 了 野匀悦灾
感 染 的免 疫 学研 究 新 进 展 冶
的精彩报告遥
渊肝病临床中心 梅雪冤

专家介绍

口述
百年

爱心天使 奉献四十载

编者按院让我们在聆听中了解历史袁让我们从历史里解读精
神袁让我们在精神上传递文化噎噎
叶口述历史曳袁一段个人记忆的文字叙述袁一部公卫中心的
前世今生遥 本期始节选连载渊刊登顺序不分先后冤袁以飱读者遥

张晖袁主任医师 硕导
门诊时间院周一上午渊市区冤
师从周永昌尧徐智章等知
名专家遥 员怨怨苑 年加入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超声科遥 圆园员源 年
源 月起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担任兼职教授遥 擅长肝胆
胰等腹部尧甲状腺尧甲状旁腺等
浅表器官疾病及淋巴瘤的诊
断曰肾造瘘尧胆管引流尧肝脓肿尧
隔下脓肿尧 肝肾囊肿及困难部
位或小肝癌的介入超声治疗遥

中心短波
转化医学部野上海市卫计委先
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冶通过开
题评审
本报讯 转化医学部周晓
明承担的野多通道呼吸道病毒
检测在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
染临床诊断中的应用冶
渊圆园员猿杂再园远源冤获得上海市卫计
委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资
助袁资助额度为 缘园 万元遥
渊转化医学部 张璐冤
公卫中心举办结核病义诊
本报讯 猿 月 圆缘 日袁 公卫
中心结核科尧门办尧红十字办等
部门在市区分部结核科门诊部
举办结核病义诊咨询和宣教活
动遥 活动邀请上海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结防科张祖荣副主任
医师尧 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黄忆老师现场解答我市结核
病免费查治和诊疗费用报销的
新政策遥 中心副主任施裕新和
结核科主任卢水华主任医师为
圆园 余名疑难病患者义诊答疑遥
渊结核科 熊延青冤
设备科对护理部人员进行相
关设备维护培训
本报讯 源 月 员 日袁设备科
在行政楼第三会议室对公卫
中心护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遥
针对护理单元经常遇到的各
项问题进行讲解遥 本次培训内
容是关于太空监护仪的相关
参数的设置尧 报警的消除袁遇
到常用问题的处理方法曰血压
计尧氧气流量尧负压吸引器的
正常使用尧日常检查尧遇到问
题的处理方法遥 通过培训提高
了护理人员正确使用相关设
备尧 快速排除设备故障的能
力袁还对延长设备的使用年限
起到了积极作用遥
渊设备科 韩书凯 韩晓伟冤
纪委在药剂科开展廉政谈话
本报讯 猿 月 圆源 日袁公卫中
心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张鸿
丽在药剂科会议室与药剂科全
体成员进行廉政教育谈话遥 药
剂科全体人员现场进行了廉政
承诺签约遥
渊药剂科 宫玉杰冤

问院周老师袁听说您自从护校
毕业就进了我们医院袁一直做
到光荣退休袁是吗钥
周院是啊浴 我是 员怨远园 年上
海市第二护校毕业进医院的袁
那时候我们医院还叫上海市
传染病分院袁就在现在的水电
路 缘远 号遥 总院在天通庵路遥
分院当时就是小儿病区袁
因为我先前在分院实习有体
会袁 工作真的是蛮吃力的袁病
房里有许多的脑膜炎尧白喉小
病人袁没有家属陪袁生活护理
全是护士做的袁而且责任心特
别大遥
员怨远园 年开始进院袁 做小
儿科护士袁 以后做过护士长尧
护理部副主任袁 又到主任遥
员怨怨愿 年退休袁整整 猿愿 年遥
问院 做儿科护士蛮不容易的遥
三十八年袁 您能坚持下来袁现
在回想起来袁 感触一定很多
吧钥
周院 护校毕业我只有 员怨
岁袁所在的病区有 远园 张床位袁
基本是收满的袁没有家属陪护
的遥 所以我们又做护士又做父
母袁病情观察尧做治疗尧洗澡喂
奶尧换尿布擦屁股等袁工作量
很大袁 特别是负责重病房的袁
上班一天不出去的袁一刻不停
地忙遥
工作繁忙袁 责任心大袁同
样收获很多遥 一天袁我听见一
个婴儿的呼吸像哭一样袁觉得
蛮奇怪袁 就赶紧跑过去看袁发
现脸开始紫了袁 马上叫医生袁
二分钟过来一看呼吸一下子
没了袁后来就知道了这样的哭
泣样呼吸就是临终呼吸遥
又一次我接夜班袁穿衣起
床时袁上一班护士口头向我交

猿

班袁 但我坚持要去病床旁交
班遥 那天正好一个重病号情况
不好袁当即就去叫医生袁马上
抢救噎噎这些都是体会遥
病床旁交接班很重要袁一
定要重视遥 实际上所有护理制
度袁都是工作经验中积累而来
的袁是有道理的袁所以一定要
遵守袁要执行遥 小儿科没有家
属袁护士责任心尤其重要浴
问院那时候袁没有家属陪护袁全
靠医生护士袁 那家属放心吗钥
会有医患纠纷吗钥
周院 这首先是个理念袁就
叫责任心遥 我们医务界袁都是
些性命交关的事体袁特别是小
儿科袁来不得半点马虎的遥 小
囡病情多变袁抢救往往是一刹
那的事遥 所以既要做到医生放
心袁还要做到家属放心遥
我们和家属接触的时间
不是很多的袁但是要学会用好
这不多的时间遥 分院所有病区
都没有家属陪袁只在每个病区
设置了一个答询处袁接待家属
探望袁 一个礼拜接待一次袁医
生每天要填写每个小病人的
病情给答询处袁 接待那天袁一
个医生一个护士共同接待家
属遥 轮到我接待的时候袁就常
常会告诉家属院你家小囡的爱
好袁喜欢吃的东西袁欢喜玩的
东西遥 家属一听袁觉得护士很
了解他的孩子袁还会想方设法
满足他的孩子遥 家属就很开
心遥 所以这样的沟通就会让护
士和家属共同产生一个交集
点袁家属就会很满意遥 所以当
时的医患纠纷好像不大有的袁
大家相互之间都蛮理解的遥
生肝炎的小囡往往住院
时间长遥 男孩子就有要剃头的

问题袁 要不然头发太长不卫
生遥 原来医院外请过一个剃头
师傅袁后来师傅不做了遥 于是
我就自告奋勇袁买了一副剃头
的家什袁自己现学袁做剃头师
傅袁帮病房里的男小囡剃遥 所
以讲袁那时候袁我们护士做事
体的想法很单纯袁就是为病人
考虑袁做好每桩事体袁让医生
放心让家属放心遥
问院从小护士一直做到护理部
主任袁 您肯定有许多亲身经
历尧有意义的小故事遥
周院员怨苑远 年袁我们医院开
始派医疗队到贵州去袁帮当地
建造人民医院袁我是第一批派
去的遥 因为要建造医院嘛遥 所
以我们在那里的工地上搬过
水泥尧砖头袁后来大家也组队
去过工厂尧农村袁做巡回医疗尧
体检等袁很辛苦袁因为那里条
件很差袁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
的袁因为帮助了不少很需要我
们去帮助的农民和工人兄弟遥
一年后医院造好了袁硬件设施
配备好了袁各个科室的建制也
帮着搞好遥 以后我们医院每年
会派一批医护人员去支援袁好
像一连去了三尧四批遥
贵州回来袁我就做护士长
了遥 大约 员怨愿源 年袁我做护理部
副主任了袁 当时主任是杨丽
娟遥
员怨愿愿 年袁 甲肝大爆发袁我
们医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
件到处开设病房袁 甚至问别单
位借毛坯的公房开病房遥 但遇
到过房子下水道不通畅袁 时常
会堵塞的情况袁你想袁下水道堵
了袁病人的排泄物就会溢出来遥
于是大家就一起通下水道袁清
扫遥大家都没有二话的袁护士医
生工务员一道弄袁一起撑着遥
我们传染病医院一直会
遇到突发的疫情袁甲肝前面还
有白喉遥 百日咳等等袁现在想
想袁我们医院医护人员的觉悟
真是蛮高的袁大家总是很团结

的袁一点泄气的尧不团结
的尧计较的都没有遥 这时
候做传染病的护士表现
突出的很多的袁 疫情当
中大家都义不容辞袁虽
然很辛苦袁 但大家会团
结起来一起去应付遥 当
时我在护理部做具体工
作袁这点体会很深的遥
当时袁 不管是市卫
生局还是医院对护士的
培养是很重视的遥 员怨怨源
年袁 全国组织了一个高
护团到新加坡学习袁员园
个人袁 上海只有一个名
额袁居然给了我们传总袁
我去参加了袁 在新加坡
学到了不少先进理念遥 后来医
院对外护理方面的交流也蛮
多的袁奥地利尧日本尧新加坡等
等遥 我们传总还办过一些护士
长学习班袁 从长三角到全国袁
说明我们当时传染病护理方
面还是做得很不错的袁我也曾
经去讲过课袁那时我担任过上
海护理学会传染病专委会主
任袁讲课叫叶护士长的自身建
设曳遥
问院 听说金山总部在建造时袁
曾把您邀请回来参加筹建的袁
是吗钥
周院圆园园源 年袁 我参加了金
山总部的筹建袁 这个印象蛮深
的遥 可能是我过去工作比较顶
真吧袁他们就叫我去把关了遥我
当时的确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
看法袁 不过领导和搞建筑工程
的专家最后也是蛮认可的遥
建造病房大楼袁每层都要
有治疗室袁完工的时候袁我发现
每层治疗室面积的尺寸不一
样袁这样袁统一定制尺寸的治疗
台就很难摆放了袁 规格化的管
理也就很难做到的遥 当然我也
明白这批工程建造比较急袁但
影响到今后的规范化管理那是
不行的遥 当时我就直截了当提
出来袁 我希望他们能够尽量改

口述者院周爱心老师
时间院圆园员源 年 圆 月 员圆 日
地点院周爱心老师家中

过来遥
还有一个小故事袁第一天
筹建组成员去工地临时办公
室袁从车上下来走进院子袁看见
前面放着一桶水袁 大概是送给
我们喝的袁 只见卢洪洲教授跑
上前袁 二话没说扛起水桶就把
它送进屋里袁 当时我是蛮感动
的袁他是一个华山的教授袁这桶
水明明可以叫工人来搬的袁但
他一点不计较袁亲力亲为遥那时
候大家都很负责袁 把每一项筹
建工作都看得很重要遥
在比如袁传染病房都有污
染区尧半污染区尧清洁区袁三区
明确袁但之间会有一个通道连
接遥 后来我发现这种布局在 粤
区建筑里有袁在 月 区建筑里没
有半污染区与污染区之间的
通道袁 他们把一间病房当通
道袁 我觉得这是不科学的袁就
和院长书记沟通袁最后在会上
提出来了遥 后来全部改进遥 领
导很民主尧很尊重科学遥
这种顶真与坚持可能就
是我的性格袁 我只对事不对
人袁对事体我接口令快袁反应
快袁不对就是不对袁我会当即
去纠正遥 等事体过去了袁改正
了袁我也不会再记着谁对谁错
了遥
渊严晓慧 采访并整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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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原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病毒免疫研究室
要要
渊接上期冤
为使病毒性肝炎检测手段
跟踪国际前沿发展袁 更好服务
临床遥 该室不断以新技术升级
换代遥 除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
期袁 自行加工载体和标记同位
素袁 最先在国内建立检测肝炎
病毒抗原和抗体更为敏感和特
异的微量固相放射免疫法袁并
在此基础上袁 建立了更为安全
方便的酶免疫法外袁 又在八十
年代袁 不失时机地建立了核酸
分子杂交和聚合酶链反应
渊孕悦砸冤等方法袁使上海市传染病
医院成为国内最早应用分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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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手段袁 检测肝炎病毒基因
的单位之一遥 由于上述工作取
得显著成果袁 先后多次获得上
海市和国家颁发的科技奖项遥
该室潜心研制诊断用的
优质单克隆抗体袁 有针对乙型
脑炎病毒尧 乙型肝炎病毒 渊表
面尧核心和 藻 三大抗原系统冤和
甲型肝炎病毒等多种遥 这些单
抗制品袁 为进一步研制相关优
质免疫诊断试剂袁 提高临床诊
断水平袁创造了优良的前提遥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袁该室
还在研制戊型肝炎酶免疫和
乙型肝炎核酸诊断试剂袁建立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的基因突
变渊包括 孕 区尧前 悦 和 悦 区的
突变冤和基因分型方法袁建立
检测 匀陨灾 耐药基因突变和亚
型分型方法等方面袁 取得成
功袁并先后应用于临床遥
圆园园猿 年 上 海 市 非 典
渊杂粤砸杂冤流行期间袁该室不仅
参与了市内组织的科研协作袁
在建立免疫荧光尧 酶联免疫尧
聚合酶链反应等特异性 杂粤砸杂
诊断方法袁 和确诊本市临床
杂粤砸杂 病人的工作中袁 发挥了
重要作用袁 还应用这些方法袁
有 效 避 免 了 外 院 一 例 杂粤砸杂
病人的漏诊遥
该室建立以来袁获得的主
要科技奖项先后有院野乙型肝
炎核心抗原的简易提取及其
在免疫粘附血凝法检测核心
抗体中的应用冶获上海市重大
科技成果三等奖曰野甲型肝炎

病毒抗原抗体提取及检测技
术的建立冶获上海市重大科技
成果三等奖曰野检测乙型肝炎
病毒核心抗体酶免疫试剂盒
的研制和应用推广冶获上海市
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曰野逆向
斑点分子杂交院一种同时测定
匀月灾 阅晕粤 和 阅晕粤 聚合酶的
新技术冶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
步三等奖曰野血清直接点样斑
点分子杂交对 匀月灾 的检测冶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遥
该室研制的酶免疫检测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尧乙型
肝炎病毒表面抗体尧乙型肝炎
病毒 藻 抗原尧乙型肝炎病毒 藻
抗体袁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
诊断试剂盒 渊俗称乙肝二对
半冤 于 员怨愿苑 年获得上海市卫
生局颁发的肝炎诊断试剂生
产企业许可证遥 上述试剂盒连
同甲型肝炎病毒 陨早酝 抗体诊

断试剂盒袁 于八十年代末袁经
国家主管部门评审袁首批获得
了国家颁发的批准文号遥 员园
多年来袁这些试剂盒不仅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袁扩大了医
院的影响袁 提高了医院的声
望袁还为医院节省开支袁增加
收入和提高福利袁作出了可观
的贡献遥 曾被院领导一再自豪
地誉为医院的野拳头产品冶遥
该室应用自制乙型脑炎
病毒渊允耘灾冤单克隆抗体袁研制
的酶免疫检测 允耘灾 陨早酝 试剂
盒袁由于特异性强尧敏感性高袁
多年来不仅满足了本单位临床
早期诊断乙型脑炎患者的需
要袁还获得了国内尧外相关使用
单位的好评遥 上世纪九十年代
起袁该室还先后接受委托袁承担
了国内多家主要试剂生产商的
聚合酶链反应和免疫诊断试剂
盒的临床考核和评价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