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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动态
心内科：不断提升自己的优势地位
日前，徐州市中心医院党委认
真学习贯彻了全国医药卫生系统
创先争优活动指导工作动员大会
精神，并向全院 5
9
8名中共党员发
出号召，号召全体党员立足本岗，
进一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紧紧围
绕医院当前工作中心，组织和带领
群众更好地履行岗位职责，更好地
服务于病人，纪念建党 8
9周年。
号召发出后，得到了全院党员
尤其是在职的 4
4
5名党员的响应。
在党支部的动员和组织下，从机关
到门诊、从外科到内科、从直属支
部到共青团，均行动起来，亮出党
员身份，打出支部旗帜，履行党员
权利义务，带头为医院建设发展作
贡献。
机关总支党员干部遵循提出
“员工至尊、患者至上、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的服务理念，开展走动
式管理，深入临床一线倾听群众意
见、现场解决问题。在 7
.
1前夕，还

动发放名片，2
4小时开通电话为病
结石、泌尿系肿瘤、男性学等方面
将有组织的随同医院随访中心，走
人服务。
不断探索，
形成特色。普外科、手术
进出院病人家中，深入农村集市广
直属支部心研所党支部全体
室等科室党员专家、党员护师，则
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做医院
党员，坚持开展“双心”服务，既注
继续深入开展“为病人解难事、办
和患者、医护人员和患者的信使。
重对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更注重病
实事、做好事”活动，确保了病人的
门诊总支党员组织和带领群
人心理健康，抓住病人来院的根本
安全。
众深入开展争创人民满意医疗卫
内科总支党员则提出“细节， 问题，在心肌梗死、急诊介入流程
生窗口活动，公开窗口服务规范、
上狠下功夫，做到每一个环节都有
让服务更温馨”。放疗科、
肿瘤内科
公开服务承诺，实施限时服务、弹
分工，同时努力在专业上由三级学
党员专家、护师，坚持“用低廉的价
性工作、无假日门诊等措施，不断
科分工向四级学科分工发展，让病
格为病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为肿
优化就医流程，为病人提供更加便
人少花钱、看好病。
瘤病人实施个体化综合治疗。神经
捷的门诊服务。7
.
1前夕，
他们将在
直属支部老干部党支部 1
5
3
科党员专家推出“卒中单元”治疗
门诊就医流程上继续狠下功夫，增
名离退休党员，心系医院建设发
模式，护师则通过“医患通”开展了
设 VI
P门诊、专家会诊中心等，努
展。老专家始终支持医院建设发
“无声”的健康教育。肾内科党员专
力让病人就诊便捷、畅通。
展，门诊坐诊、病区查房、学术讲座
家加强院感管理，不放过任何一个
外科总支党员率先提出“医护
等处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有的
让病人血透安全、放心。消化
紧密协作，确保病人的安全治疗”
。 细节，
老专家甚至主动到医院门诊义务
科党员专家在坚持门诊、病房优质
妇产科党员专家积极开展好腹腔
导诊、健康宣教。院团委则紧紧围
镜妇科微创手术和无痛分娩技术， 服务的基础上，还走进社区积极开
绕党委中心工作，继续深入开展
展健康教育。儿科党员专家组织带
还半边天一片艳阳。骨科党员专家
、
“技能风采展示”
积极开展专病专治，在骨关节病、 领群众在病区走廊彩绘了儿童喜 “青年服务标兵”
等岗位竞赛活动，组织带领团员青
闻乐见的卡通人物，为住院儿童营
脊柱病、骨创伤和骨肿瘤疾病上努
年义诊、帮扶、送医下乡、送医进校
造了一个温馨的诊疗环境。中医
力打造淮海经济区一流的诊治中
园等活动。
科、呼吸科等科室党员专家坚持主
心。泌尿外科党员专家则在泌尿系

泌尿外科：形成四大特色
眼科：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眼手术有优惠
核医学科：引进双能 X线骨密度仪
2版

儿科周彬主任医师：

祝我们的宝宝
健康快乐每一天
1、各年龄期儿童的保健重点
2、计划免疫 3、
习惯的培养
4版

责 任 铸 就 奇 迹
——
—记徐州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主任王守军

【专家简介】
王守军，徐州市中心医院
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
授。1982年毕业于青海医学
院医疗系，
1991年曾在中科
院肿瘤医院进修腹部专业 1
年。先后长期从事普外和胃肠
外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经验，熟练掌握腹部的各种手
术，擅长大肠癌的规范化外科
治疗、直肠癌的超低位保肛手
术治疗、胃癌的规范化治疗及
综合性治疗等胃、肠道外科疾
病的治疗，在淮海经济区患者
中享有较高声誉。获徐州市新
技术引进三等奖 1项、徐州市
科技进步奖 1项，在省以上医
学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江
苏省胃肠学组委员，徐州市普
外专业委员会委员，徐州市腹
腔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州
市中西医结合肛肠学组副主
任委员。

专家风采

今年 4月初，安徽灵璧县一名
年仅 2
0岁的未婚女青年，因患结
肠息肉病经多家医院诊治，医生均
告之必须开刀，按常规手术切口长
达2
0厘米，创伤大、失血多、愈合
慢，且要在小腹留下一道长长的疤
痕，这对于一个未婚女青年来说，
将对身体和心灵造成难以抚平的
创伤。这名女青年不甘心这样残忍
的结局，由其母亲陪同来徐，求治
于徐州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王守军。
王守军主任仔细分析了病情。
按说，外院的诊断和提出的常规手
术方式并没有错，结肠息肉一般都
是开腹手术切除；但是，对这位青
年女性来说，就要从人性化的角
度，从她的完美人生考虑了。一种
维护这位女青年青春和人格尊严
的责任感，使王守军主任在综合分
析病情之后，果断为其做了腹腔镜
下微创手术——
—在腹部做了一个
仅 3厘米长的小切口，即在腔镜下
将结肠息肉完全切除了。不仅创伤
小、出血少、恢复快，更重要的是留
下的疤痕微乎其微，美观而整洁。
出院时患者和她的母亲非常满意。
王守军是“文革”结束全国恢
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1
9
7
7年
考入青海医学院医疗系，1
9
8
2年
毕业参加工作。从 1
9
8
6年 6月调
入徐州市中心医院，至今已先后在
普外科和胃肠外科从事临床工作
2
4年。1
9
9
1年，院领导将他选送中
科院肿瘤医院进修一年，师从国内
知名胃肠外科专家邵永孚教授，系
统学习和掌握胃肠道肿瘤的规范
化治疗。1
9
9
4年在上海长海医院
师从俞德洪教授、孟荣贵教授学习
便秘的治疗，2
0
0
1年在南京军区
总医院师从黎介寿院士、李宁教授

学习肠内肠外营养。这些进修学
习，为他进行胃肠道肿瘤的规范化
治疗及术后调理奠定了基础。
作为淮海经济区综合性医院
中第一家独立的胃肠外科的科主
任，王守军在徐州及周边地区的声
誉不仅仅是他高超的医术，还有他
对患者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他常
跟同事们说：
“ 病人把生命交给了
我们，治疗中出现一丝一毫的马虎
就是对我们职业的犯罪。要认真对
待每一个病人，科学分析每个病人
的具体情况，既要注意到共性，更
要注意到个性，综合各方面因素决
定最佳治疗手段，这样才能使病人
早日摆脱病痛的折磨，绝不能不负
责任地只按检查报告治疗，更不能
为了不承担责任而推诿。”
2
0
0
8年 1
2月，本市矿山机械
厂5
0多岁的职工付某，因消化道
大出血生命垂危，其亲属将送老衣
都买好了，患者的儿子不甘心尚未
安享晚年的父亲就这么离去，迅速
拨通了徐州市中心医院的急救电
话。王守军主任接诊时患者已处于
休克状态，经检查，患者胃部有一
个血块，经询问其亲属得知患者从
前曾因胃部疾病做过胃大部切除
手术，确诊为残胃出血，血色素只
有 2克 （正常应不低于 1
2克），患
者的病情十分危重，抢救成功的可
能已经很小。此时，
患者的儿子
“扑
通”一声跪在王守军主任面前求
救。患者之子的孝心深深感动了王
守军主任。他决然将抢救风险置之
度外，指挥医护人员为患者紧急输
血，患者的血色素很快上升至 7
克，紧接着，王守军主任在胃肠外
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吕孝鹏等医生
和护士的密切配合下，在最短时间
内找到出血点，行残胃切除、消化

道重建手术……术后在重症监护
病房治疗的一周内，王守军主任随
时密切观察病情，日日夜夜为一位
非亲非故的病人尽心尽责。病人很
快清醒，术后半个月痊愈出院，现
身体状况良好。近日患者在医院随
访时说：
“ 是王守军主任以他高度
的责任心，以他精湛的医术，挽回
了我这条命。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当
时我能活过来，并且像现在这样活
得这么好！”
2
0
0
9年，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
内，徐州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接连
收治了三位年过 8旬的直肠癌病
人，两位女患者分别来自贾汪、沛
县，另一位男性患者来自新沂，他
们都因年事太高，且又患高血压、
糖尿病，经外院诊断均认为手术风
险太大,且必须连同肛门一起切
除。尊重三位患者及其家属的要
求，王守军主任分别为他们做了保
肛手术。不但保证了手术的成功，
还提高了三位老年患者的生存质
量，现在他们都在乐乐呵呵地颐养
天年。
以对患者的强烈的责任心，王
守军主任创造了一例又一例生命
的奇迹。他和胃肠外科的全体医护
人员一起团结奋进，使科室的影响
越来越广泛。由于病人量大幅上
升，保持多年的 3
5张床位已远远
达不到患者的需求。
近日，王守军主任告诉我们，
2
0
0
9年，新一届院领导班子站在新
的发展高度，解患者之忧，将床位
数增扩一倍，医护人员增加到 1
6
人，配置了国内领先的医疗设备，
现已成为省内综合性医院中规模
最大的胃肠外科之一。
周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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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

甲状腺——
—我们身体的发动机
甲状腺健康与妊娠常见问题解答

治疗甲状腺疾病：
徐州市中心医院有一套
6、8版
58岁阿姨的右侧腮腺有一个
“陪”了她 10余年的瘤子，来我院
就诊后——
—

腮腺瘤切掉了，面瘫未出现，
手术切口还“藏”在耳朵后面
8版

车祸撞到腰，
腿咋肿了？
得血栓了！
8版

戴顶“帽子” 诊断癫痫
我院引进“癫痫”诊断金标准——
—
24小时动态脑电图地形图仪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