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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医院的发展主要靠医生，发展后劲主要靠中青年医生。 青年强则医强！
近年来，医院着力探索建立适应自身发展的人才工作机制，把握人才引进与培养并举的原则，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加大人才
培养与引进力度，人员结构更趋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打造了一支高素质、高层次、高水平的人才队伍。 同时，为积蓄一股朝气
蓬勃的后备力量，鼓励青年一代医务工作者开展学科创新的热情，为医院创新发展积聚力量，医院大力支持优秀青年医师骨干
进修学习，提升医院发展后劲。
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展示这些优秀青年医师的风采，敬请关注。
优秀青年医师风采

陈强：做新时代医学复合型人才

陈强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徐州市拔尖人才

对中国广大医生而言，临
床与科研的关系是一个由来已
久的话题。 很多医院希望医生
在做好临床工作的同时， 又要
做好科研工作，用申请课题、发
表论文等指标来要求临床医
生，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临床与
科研不可兼得的尴尬局面。 但
陈强认为， 临床与科研并不是
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一
位好的临床医生， 一定是临床
科研两不误的。 新时代到来，大
数据背景下， 给我们临床医生
做科学研究提供了好的帮助。 ”
在现实工作中， 陈强就是
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的典范。 作

为徐州市中心医院胸外科副主
任医师， 陈强始终认为手术是
胸外科医生的根本，“只有把手
术做好， 才能解决患者的病
痛。 ”在日常工作中，他兢兢业
业，刻苦专研专业知识，努力提
高手术技术水平， 尤其擅长胸
腔镜下肺部疾病手术。 对待病
人，陈强认真负责，坚持以患者
为中心的原则考虑问题、 制定
治疗方案。 他管理过的患者及
家属经常夸他对待病人态度亲
切，诚挚细致。
在临床工作中， 陈强一直
从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搜集临床
病例，做与临床相关的研究。 先

后获江苏省卫计委课题， 徐州
市科技局课题等多项课题，发
表多篇 SCI、中华期刊文章。 获
得“六大高峰人才”，江苏省青
年医学重点人才， 徐州市拔尖
人才等诸多荣誉。 2017 年，陈强
获得南京医科大学肿瘤学博士
学位，师从沈洪兵教授，许林教
授。 陈强还通过层层选拔，获得
去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交
流访问学习的机会。 在德国学
习期间， 他不但学到国外先进
的医疗技术， 还充分了解了国
外医生是如何把临床与科研相
结合的。 回到市中心医院工作
后， 陈强把国外先进的医疗理

念、 技术及科研思维结合本科
室的实际情况， 应用到平时工
作中， 提高了本科室的技术及
科研实力，也使患者获益。
作为江苏省抗癌协会肺癌
分会青年委员、 江苏省抗癌协
会食管癌分会青年委员、 江省
医学会胸外科分会青年委员，
陈强的业务能力及科研水平在
市内业界同龄者可谓屈指可
数，更为难得的事，他始终保持
着一颗进取的心，不断努力，勇
于向前， 立志做一名新时代医
学复合型人才。
徐毓蔓

“
西游记”
—漫谈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癌症中心浮光掠影三月行
——

与放疗技术组老师合影(右一为周冲)
2018 年 8 月至 10 月，在江
苏省卫生计生委及国际应急管
理学会医学委员会的帮助和组
织下，在院领导及科主任的全力
支持下， 我有幸与全国各地的
35 名医生一起， 参加了第四期
赴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癌症中
心为期三个月的研修学习。
癌症中心井然和谐的就医
场景， 亲切友好的人文环境，精
心组织的专题讲座、 病例讨论，
使我对“西欧特色”的意大利医
疗卫生体制，先进的放射治疗模
式和独特的医学人文关怀有了

深入的理解。

师
“
意”长技

研修期间，医院为我们安排
了丰富的理论课培训，涉及意大
利医疗卫生体系介绍、各常见肿
瘤的治疗原则及进展，尤其详细
介绍了肿瘤学的热点问题如免
疫治疗、靶向治疗、大分割放疗
及液体活检在肿瘤治疗中的作
用及进展。 多名授课教授在欧洲
乃至全球都享有盛誉，能如此近
距离的聆听这些学术大咖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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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让我受益匪浅，也感受到了医
院在课程安排上的良苦用心。
那不勒斯国家癌症中心放
疗科设备相当先进，拥有具备开
展图像引导调强放疗的 3 台加
速器及 1 台 cyberknife 专门用于
大分割立体定向消融治疗。 软件
方面使用 monaco 放疗计划系统
及先进的放疗信息化管理系统。
精准放疗的开展及实施除了先
进的软件硬件外，更为重要的是
放疗科医生、物理师、技术员等
相关人员的技术水平及责任心。
放疗医技人员大多具备良好的
英语语言沟通能力，和国内一样
放疗技术人员负责放疗前的体
位固定、CT 扫描及放疗计划的
实施，较大的差异是放疗标记点
标记方式。 欧洲国家大多采用
“纹身标记”，这样做可以标记更
持久且不影响患者美观，值得借
鉴。 此外，由于每日治疗患者数
量相较国内并不算太多，放疗技
术人员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用
于精确摆位。 在放疗前实施 CT
定位阶段则需要放疗医生与技
术员共同参与实施，有时为了保
证一次精确的 CT 扫描需要重
复多次摆位，如中低危局限期前
列腺癌应用大分割放疗时需特
别注重直肠尤其是直肠前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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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要求直肠内不能有积气。
一例老年前列腺癌患者经过两
天连续灌肠直肠仍有积气，CT
扫描前护理人员给与患者直肠
插管排气后效果仍不满意，最终
由于未能达到标准而放弃采取
大分割放疗转而实施常规放疗。
我的临床带教老师是
Valentina Borzillo，Borzillo 是 一
位年轻的美女老师，在放疗科专
门从事大分割精确放疗。 在跟随
Borzillo 老师的这段时间里，全
程感受了从门诊接诊患者到患
者固定、CT 扫描、 靶区勾画、治
疗验证及最终实施治疗及治疗
后随访的全流程；体会到了精确
大分割放疗在适宜情况下较常
规放疗的巨大优势。
Borzillo 老 师 工 作 认 真 负
责，以靶区勾画为例，靶区勾画
前她会详细给我们介绍患者诊
疗经过，并把相关的医学影像学
资料导入 TPS 系统， 仔细观察
每一个影像细节然后仔细认真
勾画靶区。 此外，我们还参观学
习了先进的超声引导下经会阴
监测前列腺癌大分割放疗的
Clarity 系统。 该设备十分先进，
可以利用超声探头实时监测前
列腺的运动，加速器只在前列腺
允许的运动范围内出束，这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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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精准的给予靶区照射，保护
周围正常组织尤其是直肠的保
护，该技术对于前列腺癌实施大
分割放疗十分有利。 带教老师很
耐心的把这套先进的系统原理、
实施细节做了详细的讲解，并完
整展示了几个具体病例的实施
过程。 目前国内也在大力推广精
确放疗、大分割放疗，来到这里
才更深刻的感受到精确放疗不
仅仅是靶区勾画的精确，而是贯
穿于放疗定位、CT 扫描、靶区勾
画、放疗实施的全过程。 我所在
的医院可能近期不会装备这些
先进的放疗设备，但是这种先进
的精确放疗理念必定会对我今
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后的工作学习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那不勒斯度过的三个月
时光注定成为我人生中重要的
一段经历。 意大利和谐的医患关
系令人羡慕，公益化的医疗体系
和清晰的临床路径执行模式极
大地降低了患者对医疗的不满
和质疑。 意大利的医疗制度运行
良好，得益于人与制度两方面的
完美配合。 我们医务人员很有必
要从点滴细节进一步完善自己
的行为，随着国人文明素养的进
步，我坚信在全社会的努力下必

投稿邮箱：xjky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