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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院成功承办 2018 年中国
女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秋末冬初， 聚焦彭城。 2018 年 11
月 17 日， 由中国女医师协会肛肠专
业委员会主办，徐州市中医院、江苏
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委会、徐州市中
医学会肛肠专委会共同承办的 "2018
年中国女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
学术年会、江苏省肛肠疑难疾病中西
医结合诊治培训班暨徐州中医肛肠
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 " 在美丽的云
龙湖畔顺利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家、教授、代表近 300 人参加了大会，
现场座无虚席，热情高涨。 开幕式由
中国女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
会长、徐州市中医院肛肠科主任令狐
庆主持。
国内肛肠学者齐聚徐州 助推肛
肠事业再发展
徐州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俞军，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盆底医学专
业委员会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
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南京市中医院
名誉院长丁义江教授，上海市中医药
研究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外科研

究 所 所

力支持和帮助，共同推动徐州医疗卫

长、 世界

生事业的发展。

支持。

庆介绍说，莅临此次大会开展讲座的

中国女医师协会肛肠分会秘书

各位专家教授都是有着深厚学术功

中医药学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随着《中

长李峨教授介绍了肛肠专病学组组

底和丰富临床经验的权威专家，参会

会联合会

医药法》的颁布和实施，为中医药的

建情况并宣布授予徐州市中医院肛

的代表也是来自兄弟医院和基层单

肛肠专业

发展带来了机遇。 发挥中医优势，提

肠科为 " 肛周脓肿特色诊治学组组长

位的精英和骨干力量。 大会的宗旨是

委员会名

升中医地位，是所有中医人为之努力

单位 "。

关爱女性健康，研究女性肛肠疾病诊

誉会长、

的方向。 肛肠科是中医的传统优势学

上海龙华

科，也是中医特色突出，具备竞争优

医院原院

势的学科，希望其他学科能向肛肠科

长陆金银

学习，努力为将中医药发扬光大。

国内 " 大咖 " 传经送宝 共话肛
肠促进步
上午的会议由杨巍、丁义江、陆金

治方法，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定
能为广大肛肠病患者提供更高质量
的医疗服务。

银、李国栋、刘仍海、令狐庆等国内知

大会闭幕式由中国女医师协会肛

名专家分别就复杂性肛瘘、 肛周脓

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巍教授做

教授，中

徐州市中医院范从海院长对百

国女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主任

忙之中前来参会的专家和学员代表

肿、女性便秘等当前热点问题进行专

本次会议的总结发言。 本次会议全程

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会

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介绍

题授课。

组织严密细致、服务热情周到，得到

长、 曙光医院肛肠科主任杨巍教授，

了徐州市中医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

下午的讨论分为云龙峰会和青

徐州市中医院院长范从海，中华中医

新院建设情况以及在重点学科建设、

年菁英论坛两个会场同时进行，授课

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医

亚学科管理、普病与专病建设、中医

内容涵盖了当今国内肛肠界各病种

此次学术会议气氛活跃，内容精

药学会肛肠分会会长、南京市中医院

特色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内

最前沿的疾病理论、医疗技术、诊疗

彩纷呈，为肛肠疾病的学术理论和实

副院长樊志敏教授，中国女医师协会

容。 市中医院肛肠科中医药特色突

经验以及医技、护理、设备、医药、管

践发展注入新理念、新成就，使技术

肛肠分会秘书长、中医药高等教育学

出，中西医结合优势显著。 人才集聚，

理等多方面的学术内容，也对女性多

水平再上新高度，为推动淮海经济区

会临床教育研究会肛肠分会常务理

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齐全。 为众

发肛肠疾病、盆底疾病等进行广泛深

肛肠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事、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肛肠

多肛肠病患者解除了病痛，深得广大

入的研究探讨，全面拓展了参会学员

副主任李峨教授，中国女医师协会肛

人民群众的信赖。

的知识层

肠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肛

本次会议专家云集，希望大家能

面， 为肛肠

肠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第

在学习中博采众长，增进交流，开拓

界的整体提

一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刘少琼教授

视野、收获友谊，共同推动肛肠专业

升做出了积

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

的不断发展。

极贡献。

徐州市卫生计生委俞军副主任

中国女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

关爱女

在开幕式致辞中对前来参会各位专

会主任委员杨巍教授对委员会近一

性健康 提

家代表表示欢迎。 他指出，徐州地处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各委员代表

高女性肛肠

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在医疗卫生建

的辛勤付出表示赞扬和认可，并对日

疾病诊治水

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按照省委

后的目标和方向提出指导性建议。

平

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徐州正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会

徐州市

在积极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卫生中

长樊志敏教授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

中医院肛肠

心，这就需要各位专家和同道们的大

贺，感谢各位专家对江苏肛肠分会的

科主任令狐

市中医院专家参加 " 健康进万
家，幸福伴你行 " 义诊活动

了大会组委及众多专家、委员、代表
的肯定和认可。

2018 年 11 月 5 日下午， 九州职业技术学
院康复与护理教研室副主任时景等一行 3 人
莅临我院进行考察交流，并与在我院实（见）
习的九州职业技术学院部分康复治疗学专业
的学生进行了座谈。 我院科教科、 康复医学
科、针灸脑病科、骨伤科等参加了此次交流活

" 健康进万家，幸

问题提出治疗建议， 同时还向前来

福伴你行 " 为主

义诊的百姓讲解了定期检查身体和

题的大型义诊活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的重要性， 提醒

动 11 月 2 日 在

发现问题及时到正规医院检查就

恒盛广场举行。

医。
市中医院外联部、 宣传科工作

市中医院消

人员还热心为前来咨询的市民发放

化一科主任、主

有关膏方节的宣传画册和资料，向

任医师胡兵、呼

大家普及常用的常用的中医养生保

吸科主治医师赵

健知识， 并热情解答群众相关的关

莹、 心内科主治

于膏方的问题。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中医师张婧、 参加此次义诊活动并

此次活动不仅有效解决了部分

大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精神，

在现场解答市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群众看病就医问题， 加强了健康和

为群众进行优质医疗服务。

医学知识的宣传普及， 增强了市民

加快健康徐州建设步伐， 推进互联
网 + 医疗健康的进程， 在百姓中倡

此次义诊， 受到了老百姓的热

对预防秋冬流行传染病等疾病的认

导健康文明理念和良好的生活方

烈欢迎 。 现场，医护人员细心耐心

知，也提高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度，让

式， 提升群众对卫生计生服务的获

的为居民测量血压 耐心解答有关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真正的方便百

的各种医疗咨询， 对检查中存在的

姓，受到了群众普遍好评。

得感、满意度，由市卫计委主办的以

动。
座谈会上， 牛勇副院长代表医院欢迎时
景副主任一行的到来,详细介绍了我院的发展
情况，并指出“科教兴院，教学相长”的重要
性， 希望通过我院与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交
流，共同促进康复治疗专业的发展建设。 杨海
燕科长就九州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同学具体实
习安排、纪律管理、工作表现等方面，与学院
老师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
会后， 时景副主任一行参观了我院技能
培训中心,实地随访了康复技术实践中心——
—
康复医学科， 在康复医学科亲切询问同学们
的实习及生活情况， 并和带教老师进行了现
场交流。 时景副主任一行对我院中西医结合
特色康复技术充分认可， 并对教学工作给予
肯定，并表达了对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用的
殷切希望，希望同学生通过学校学习、医院实
习，不断磨练，成为一名合格的康复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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