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心向党、踔厉奋进，向嘉一医致敬
他们身上有着野嘉一医冶择野医冶事终一生的执着专注袁薪火传灯不灭的微以致远袁干野医冶行专一行的精益求精袁偏豪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袁千万锤成野医冶器的

卓越追求袁一袭白褂袁一身责任袁一腔热血袁一心为患袁一念执着袁汇聚成他们与野医路冶的双向奔赴袁勇当红船旁的嘉医先锋遥
在医尧教尧研尧感尧管等部门的牵头下袁我院评选出年度的医疗之星尧管理之星尧科研之星尧感控之星尧教学之星遥让我们用镜头定格袁用文字传递袁2022年中国医

师节 25位野嘉一医之星冶的璀璨野医冶路遥

医疗之星
冯小明院副主任医师 神经外科副主任
怀医者仁心 做神外野工匠冶

熟练掌握神经外科各种常见手术，
2021年与科室成员一起共完成介入治疗
约 70台，脑血管造影约 300台，并在此基
础上不断突破创新。近五年发表论文 4篇，
2021年支持或参与省市级课题 3项，新技
术“双微导管技术栓塞复杂动脉瘤”已在本
科室常规开展，并在浙江省 2021年神经介
入年会优秀病历展示中获得三等奖。

邬凌峰院副主任医师 泌尿外科副主任
创新推广技术 维护尿路顺畅

积极推行个体化治疗，门诊量、出院病
人量、手术量均居科内前列。不断创新医疗
技术，共获得院内新技术新项目奖项 5项。
开展经皮肾镜碎石术，补齐科室短板，年手
术量已达省内领先水平。开展的超细经皮肾
镜碎石术和无管化经皮肾镜碎石术，填补了
全市空白，并进行技术推广。重视病历质量，
在医院 2021年病案首页填写及编码技能
竞赛中荣获二等奖。同时，积极服务基层患
者，曾荣获医院医联体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韩丰院 副主任医师 消化内科副主任
农工党党员

护野胃冶美好生活 野肠冶享健康人生

以内镜中心为依托，和消化内科团队
一起保质保量完成消化道早癌筛查诊治工
作及内镜体检任务。所在的医疗组承担科
室业务重担，通过优化病种结构、合理安排
诊疗，2022年以来缩短患者平均住院天数
2天，实现科室 CMI值 0.2的增长。近五
年，主持省、市级课题 3项，其中 1项获嘉
兴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发表各级论文 3篇，
其中 SCI论文 1篇。

李娜院 副主任医师 呼吸内科 九三学
社社员

野镜冶益求精 畅享呼吸

作为呼吸内科医疗组长，坚持每天七
点到岗，休息日查房，所在的医疗组业务量
和 CMI值一直位于科室前列。作为内镜亚
专科成员，内镜数量和难度均居科室首位。
近 5年发表 SCI论文 2篇，获得院级新技
术新项目评比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结
题厅局级项目 1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
项。2021年被嘉兴学院评为兼职副教授，
多次参与各类教学比赛并获奖。积极参与
隔离病区医疗工作，连续 5年被评为医院
先进工作者。

侯云龙院主治医师 超声科 中共党员
野超深冶技能 超准诊断

认真负责，始终把科室发展、病人需
求、自我提升作为工作重点。不断提高专业
技能，2021年自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进修
学习超声肌骨介入的诊断和治疗后，率先
在科内开展肌骨超声，拔高科室业务短
板。积极申报课题和新技术新项目，为科
室发展出谋划策。主动多次参与医院外派
的全市核酸采样任务，为抗击疫情贡献一
己之力。

管理之星
屠海林院质量管理部副主任兼高压氧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农工党党员
脚踏实地抓落实 敢管善理做服务

任质量管理部副主任一年来，医院综
合 CMI值省内排名进入前十，出院手术数
量、三四级手术占比均有提高。牵头完成 5
级电子病历评审、高级创伤中心创建及两
家市级质控中心挂靠。牵头国家级改进两
项，院级 PDCA多项，全院开展持续质量改
进 150项。重新修订医院所有的临床路径
属性。督导不良事件的根因分析和闭环管
理。作为疫情督导关爱组联络人，履职尽
责，不断增强员工和患者获得感、幸福感。
身为高压氧科主任，保持高压氧科整体工
作质量稳定。

邬万新院 病理科主任兼临床病理教研
室主任 主任医师
精益求精 确保病理诊断质量

在他的带领下，科室不断完善室内质
量管理指标体系，有效缩短病理报告时间。
近三年业务量年均增长 10%以上。新开展
分子病理技术 4项，其中 2项获院级新技
术三等奖。国家级各类分子病理检测质控项
目参加数量在地市级医院中名列前茅，合格
率连续 3年 100%。近 2年作为唯一的市级
医院为省质量评价活动提供质控标准样本，
被省临床病理质控中心评为优秀市级质控
中心。2021年在全省三甲公立医院病理科
联合质控检查中获 96分（最高 97.5分）。

李进院 胃肠外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民
进会员
团队凝聚合力 科室攀高发展

自担任科室副主任，配合主任落实各
项工作，成功申报医院专病中心及高峰学
科。积极调整病种结构，2021年结直肠癌
手术较 2020增长超过 20%。以本医疗组为
起点在科内实行日间手术、日间化疗，开展
腹腔镜下袖状胃切除术等多项新技术，其
中双镜联合胃间质瘤切除术获院级三等
奖，实现了科室 CMI值从 0.8到 0.95的增
长，2022年直肠肿瘤患者住院天数成功缩
短了 2天。做好手术质控，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同时积极开展肿瘤 MDT，提高精准治
疗的能力及水平。

陆雅萍院麻醉手术部副主任 麻醉与疼
痛医学教研室主任 主任医师 民盟盟员

优秀的管理者 团队离了你照样转

作为科室副主任，应用在美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访学期间获得的规范化、流程化和
精细化管理经验，协助做好医疗安全、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工作。协助科主
任全方位抓好常规医疗工作的同时，积极
带头支援疫情防控工作。不断改进流程、创
新管理方式，如围手术期 VTE的预防和管
理、倡导围手术期精准麻醉与精细化管理
促进快速康复外科发展，同时缩短平均住
院日、提倡可视化麻醉和复合麻醉，保障医
疗安全。

姜金院肿瘤内科渊放疗科冤副主任 副主
任医师 中共党员

明目标袁清思路袁遵原则 带头一起干

2011年起担任医疗组长，所在组业务
量排专科前 1/3，2018年起担任副主任，配
合主任开展各项工作，科室目前是嘉兴市
肿瘤学重点支撑学科，顺利通过国家级肿
瘤患者营养中心和无呕病房建设评审，入
选国家级肺癌规范化诊疗试点单位。科室
近 5年获得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奖三等奖
1项，嘉兴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近 3
年共发表论文 38篇，其中 SCI19 篇；科研
立项 12项；院级新技术新项目获奖 5项；
获批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9 项；申报
PDCA项目 6项。

科研之星
杨明峰院 主治医师 风湿免疫科 中共

预备党员
潜心笃行 逐梦未来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他是后备学
科带头人、研究方向带头人、市卫健系统
“351”后备学科带头人培养人选，协助专科
获得市医学重点学科支撑学科、市骨质疏
松及骨代谢重点实验室立项。近五年，以项
目负责人身份取得省、市级课题项目 3项；
以主要参与者（排名第二）参与省级课题项
目 1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篇、中华级论文 2篇、二级期刊论文
2篇。

倪超波院医师 麻醉手术部
以实事求是之心 探索科学之真理

青春勇争先，奋楫立潮头。他满腔热血
投身于晚期癌痛的镇痛机制研究，捍卫患
者对疼痛说“不”的权利。他是嘉一医青年中
绚烂的一抹亮色，以临床需要为着力点，主持
省自然科学基金探索青年项目 1项，省医药
卫生科技计划项目 1项，以第一作者及共
同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5篇，学术论文
获美国第 44届 ASA年会 Lalor Foundation
国际游学奖。

侯国新院主治医师 肿瘤内科渊放疗科冤
中共党员

科研路漫漫 吾辈勇求索

千万里科研路，无止境医者行。早在读
研期间，他便立下重燃患者生命希望的誓
言。在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基
础研究工作的这段岁月，为他打下了深厚
的理论基础，并积累了科研经验。近年来，
共发表 SCI 论文 10 篇;主持省、厅级课题
项目 3项，参与省部级课题 1项、厅局级课
题 3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2项。同时他也
积极参与医院研究生培养指导工作，合作
发表 SCI论文 2篇。

陆翔院 主任医师 乳腺病科副主任 医
学博士 中共党员

科研取之于临床 回馈于临床

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他深信
“患者的需求就是最好的课题”，以攻克乳腺
癌，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己
任。研发乳腺癌患者管理系统，将科研成果
回馈于乳腺癌患者全程管理及规范化、精准
化治疗。主持参与省医学会临床科研基金项
目 1项，市科技计划项目 4项，市研究型医
院学会科研基金项目 1项，发表 SCI论文 2
篇，中华级论文 2篇。
钱晓宇院 主治医师 头颈外科 中共党

员
立足临床实践 探索科研创新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脚踏实地，真抓
实干，永不言弃”，是他的信条。两手抓，两
手硬，在深耕临床工作的同时，密切关注学
科发展前沿动态，将一流的学科理论、技术
运用于临床实践。作为医院启明星第一层
次培养人才，他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4篇，中文论文 1篇，以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篇，主持省中医药科技计划 A类项
目 1项，市科技局项目 2项，作为主要人员
参与省级项目 1项，市级项目 2项。

感控之星
庄延兵院 副主任医师 呼吸内科 农工

党党员
立足本职工作 严守感控一线

作为呼吸内科的感控医生，他在 2020
年春节期间主动请缨“逆行”，成为首批进
入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截至目前共进入
隔离病房 3次，累计时长近 90天，2次担
任病区负责人。隔离病房的经历令其对“感
控”有了更深的体会，按时按规在细节中织
密科内感控网，对感染数据进行及时有效
分析。他说：“感控在前，是对患者和同事们
负责！”

张利院主治医师 疼痛科 中共党员
做合格感控员 守好感控安全门

作为疼痛科的感控医生，他以身作则，
主动报名核酸采样支援队储备人员，3次
“出征”并顺利完成采样任务。同时他积极参
与医院组织的各项培训活动，学习院感知
识，协助完成好科内及 CT手术室日常院
感防控工作，认真履行科室感控工作责任。
为提升院感防控效率，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培
训学习，科内考核全员通过。他说：“感控无
小事，我绝不退缩！”

方骏院副主任医师 急诊科
我与感控共进步 确保防线不失守

作为急诊科的感控医生，他明白急诊
是医院的重要感控窗口。做好全科感控培
训，坚守在科室通往全院的“大门小门”第
一防线，在疫情散发多发时期，他更是 24
小时值守岗位。考虑科室人员流动性和组
成多样性，对 140名科室人员实行大群集
中统计、区域分片小群精细管理，同时分区
规划并督促职工分流通道，减少感染隐患。
他和同事们在急诊门口开设的“小方舱”隔
离间，实现“防疫不误救治”。他说：“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李彦院 副主任医师 胃肠外科 中共党
员

野以小见大袁 细中见精冶 坚守感控防
线

作为胃肠外科的感控医生，他积极加
入核酸采样队伍。虽然外科医生参与临床
抗疫的机会不多，但在“外围”抗疫中他绝
不掉队。连续 5次核酸采样支援队任务均
为凌晨“出征”。他用嘉一医的坚强意志扛
过了寒夜漫漫，饥肠辘辘和困意缱绻，累计
采样量近千人次。同时作为新冠疫苗接种
保障医生，为群众提供疫苗接种咨询、疫苗
接种副反应处置等工作，累计服务群众数
千人次。他说：“只要心中有群众，防疫无处
不战场！”

钱夏琪院 主治中医师 中医针灸科 中
共党员

以感控之路 同向而行

作为中医针灸科的感控医生，她将感
控工作做实、做细，看似普通，但一点都不
轻松。感控工作无小事，防微杜渐在细节：
每日体温申报、每月科室感控培训与考核、
定期完成感控工作记录、检查科室成员手
卫生情况……她以强化科室院感防范意识
为己任，确保感控工作不出纰漏。同时她积
极报名核酸采样支援队，星夜驰援，用自己
的光和热支援抗疫工作。她说：“感控之路，
我们同向而行。”

教学之星
孙辉院主治医师 急诊科 中共党员
恪守医者初心 传承教育使命

作为一名医学生的带教老师，从基础医
学到临床医学的实践，她始终陪伴在侧。善
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她言传身教，医者温
度，医学深度，所带学员医疗服务“零”投诉、
省级及院级病例汇报竞赛三等奖、综合急救
技能大赛一等奖……带教成绩硕果累累。她
多次获评院级“优秀带教老师”，2021获院
“青年教师微讲课竞赛”二等奖，主持院级教
改课题 1项。

钱能院 主治医师 肝胆胰外科 中共预
备党员
救死扶伤医者心 教书育人师者魂

从成为嘉一医的那一天起，他就与“教
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外科教研室秘
书、规培外科专业基地专职秘书，同时负责
嘉兴学院外科学、临床技能学授课工作。在
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外科学获批省级一
流本科课程。作为主要成员申报完成院首
个校级教改课题，在研校级教改课题 2项，
以第一作者发表教改论文 1篇，参与完成
教改论文 3篇，多次获评院“优秀带教老
师”，并在杭州师范大学第六届青年教师教
学技能比赛中获优胜奖。

季斌院副主任医师 骨科 中共党员
奉冶身为世范野之规 守冶为人师表冶之

律

一把银刀系疾患，三尺讲台育桃李。多
年的嘉兴学院本科生《外科学》理论课授
课、骨科规培基地带教工作，嘉兴学院、蚌
埠医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
等多个院校的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这些教职的背后是他对医学教育的
殷殷热忱。在 4名硕士研究生的眼中，他就
是令人憧憬的医者模样。曾获得院优秀带
教老师、院住培基地教学查房竞赛三等奖、
优秀组织奖等荣誉，主持院级教改课题 1
项、校级教改研究项目 1项，发表教改论文
1篇。

冯萍院副主任医师 超声科副主任 农工
党党员
学后知不足 教后方知困 教学相长也

临床一线 25年，她积累了丰富的超声
学实践经验。将所学所知倾囊相授，十余
年，她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超声科医学
人才。教学相长，作为院超声住培基地教学
主任，她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潜心钻研教
学方法，在其中不断实现自我创新和突破。
她积极参与“造血式”卫生援疆，为当地培
育了一批业务骨干，并获得“浙江省优秀援
疆医生”等荣誉。曾获得省超声医学质控中
心优秀带教老师、院优秀住培带教老师、临
床医技实习优秀带教老师、住培优秀带教
秘书等荣誉称号。

姚益冰院副主任医师 麻醉手术部 中共
党员
树人袁树良心 育才袁育师德

身于麻醉，他的心中有一个远大的教学
理想———带好手术幕后英雄的入门之路。从
成为麻醉专业基地教学秘书的那一天起，他
的担子更重了：科学制定学员轮转、理论学习
计划，分层教学考核，创新“教学查房”新模
式，牵头成立教学督导小组……将全方位的
潜能开发贯穿于教学体系全过程，个人所带
住培学员“两证通过率”100%。曾获得院优
秀住培带教老师、院优秀住培管理者等荣
誉，参与住培省级继教项目 1项、发表教学
论文 1篇。

·医师节专刊2 圆园22年 8月3 校对院严晓文尧严曹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