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为鲁西骨科医院院长助理、
手足外科主任。工作中，力求完美，
不留遗憾，最大限度解决病人病痛，
恢复病人手的功能和美观要求；他
强调治疗过程中沟通的重要性，让
患者了解疾病和最好的治疗方案，
可增加病人康复信心。

在提高本科室业务技能上，他
带头学习国内外新技术，先后独立
开展拇手指再造等手术，治疗、扁平
足手术矫治等。其中，微创治疗拇外
翻手术已成功治愈500余例患者，未
见严重并发症，减少对患者身体创
伤和经济负担。在他带领下，全科同
事兢兢业业工作，保持断指成活率
在9 5 % 。科室也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科室床位也从最初十张，增至70

张，床位使用率一直在100%以上。
该同志对患者认真负责，凡是

经他诊治过的病人都深有感触，发
自内心的敬重、称赞他。他对患者一

视同仁，高度负责，不让患者多花一
分不必要的费用。他经常强调“要多
为患者着想，给患者最合理的治
疗！”他以身作则，看病时总是为患
者着想，从检查到治疗，处处都为患
者精打细算，遇到远道来的患者，他
还会跟相关科室沟通联系，尽量当
天能检查治疗，减少患者经济负担。

由于手足专业特殊性，急症比
较多，不分白天黑夜，但他工作任劳
任怨，只要有危重病人总是在第一
时间到达，精心施治，以取得最好治
疗效果。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他的
休息日和休息时间无法固定，但他
从没有怨言。

该同志医德高尚，对患者的红
包和吃请都是婉言拒绝。一次，一位
患者家属不顾他一再拒绝，硬把红
包留下，第二天，患者却发现住院账
户上多了1000元，原来他把推不掉
的红包给患者交了住院费上，患者
康复出院时，对他感激不尽，逢人就
说，遇到了医术好医德好的好大夫。

该同志从来不满足现在的成
绩，业余期间积极进行科研工作。近
年来，在国家级及省级杂志发表论
文10篇；参编著作一部；开展临床科
研一项，获省内先进水平。

在他带领下，科室连续多年来
无医疗纠纷、无投诉，无医疗差错及
事故，病人回访中满意度最高，受到
患者好评，连续六年被医院评为先
进科室，2011年被市卫生局评为“聊
城市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科室”。其
本人也先后获得“聊城市卫生系
统优秀医生”等荣誉称号，2013

年被认定为“聊城市卫生学科
骨干重点培养对象”。

■姜晓华
鲁西骨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姜晓华

■朱亚农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

该同志现任该院产科三区主
任。自1994年4月参加工作以来，一直
在该院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年
来在领导的培养帮助、同志们的关
心支持下,较好地完成了负责的各项
本职工作，受到领导、同事及患者一
致好评。

在政治思想方面：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觉
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并落实
科学发展观，提高自身理论水平与
政治素质。

在工作方面：爱岗敬业，恪尽职
守，特别是在2009年任产科病科主任
以来，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
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精
神。工作中时时以病人为中心，处处
把病人的安危和需求放到第一位，
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从不收患者
红包，实在推不掉就交到住院押金。
在工作中为病人量身制定治疗方

案，不为经济利益做无指正的剖宫
产，真心从病人利益出发，为病人将
来着想，苦口婆心劝说她们不要盲
目手术。在工作中，不但要为病人服
务，作为科主任还要为科室同事服
务，把她们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一时
间了解她们的思想和需求，为她们
排忧解难。

在业务技术方面：产科是该院
的成熟科室，是聊城市重点学科，该
同志平时认真学习钻研专业知识，
了解国内外医学技术发展动态，及
时更新知识和优化知识结构，不断
提高业务水平，是医院的业务骨干。
她熟悉本科室业务，熟练掌握妇科
常见病多发病和产科异常及并发症
如：难产、产后出血、失血性休克等
急危重病例诊治，熟练掌握妇产科
及计划生育手术，年接诊人次5000以
上，平均手术量500例以上，无一例事
故差错发生。她还是院急救小组成
员，无论休班还是深夜，只要接到医
院电话都是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参加
急危重病人救治，把病人安危放在
第一位，年均参加院内危重病人抢
救数十例。

作为科主任，该同志平时注重
年青医师的带教，耐心细致教她们
操作，每一个成员都不掉队，共同提
高，全科医护人员圆满完成院领导
交给的各项任务，并时时注重医疗
质量，科室连续多年无一例事故发
生。

多年来的辛勤让她得到了领导
和同事认可，也获得了很多荣誉，连
续多年被评为院先进个人，2011年被
评为全市卫生系统巾帼建功标兵，
2012年被评为区三八红旗手，科室连
续多年被评为院先进科室，2011被评
为两好一满意先进集体科室，2012年
成为省青年文明号科室。

朱亚农

■杜天慧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

该同志任妇产科病房护士长期
间，结合科室业务特点积极推广

“姐妹式服务”，建立起“共同参与
型”的新护患关系。注重细节：一张
爱心卡、一则小贴士、一杯红糖水
或一碗鸡蛋挂面、一些温馨的话语
陪伴着每位孕产妇迎接新生命的到
来，缓解了她们初为人母的紧张心
情，让她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姊妹
间的爱。勇于创新：在我市率先开
展了产后、术后中药泡脚，有效预
防了产后静脉炎及静脉栓塞发生。
镇静自如：医护配合积极抢救羊水
栓塞、急性肺栓塞、失血性休克、
胎盘早剥DIC等产科急危重症
患者 3 0 余例，抢救成功率达

9 8 % 以上。担任妇产科护士
长期间，共有20000余名孕
妇在病房分娩，出院产妇
服务满意度始终保持在

95%以上。
担任护理部主任后，在新的

管理岗位，紧紧围绕“改革护理模
式，履 行 护 理 职 责 ，提 供 优 质 服
务，提高护理水平”的工作宗旨积
极开展工作。加强护理质量管控：
建立护理质量检查与考核制度，
定期督导检查医疗安全，实施临
床护理路径，充分量化护理工作，
缩短病人住院日，降低医疗费用，
提高患者满意度；实行责任制护
理和分层管理，优化护理资源配
置，细化各环节交接程序，降低危
重患者转运交接过程中的风险；
坚持护士长 2 4 小时带班制度，及
时发现纠正护理工作中存在的偏
差；坚持护士长每月例会制度，查
摆工作中的不足，提出改进措施。
加强人才梯队培养：有计划地选
派护士长、护理骨干赴上级医院
进 修 学 习 ，在 护 理 管 理 、专 科 护
理、等多个分支学科方面储备人
才。加强团队创新管理：成立天使
俱乐部，定期组织开展活动，不定
期征求护士意见，提高了护理人
员的团结协作意识，推动团队又
好又快发展。优质护理服务取得
佳绩：带领护理团队取得省级优
质护理示范病房1 个，市级优质护
理示范病房2 个；省级青年文明号
病房 1 个、市级青年文明号病房 2

个 ；省女 职 工 建 功 立 业 文 明 岗 1

个。
个人先后获得“聊城市卫生系

统巾帼建功标兵”、“聊城市优质护
理服务先进个人”、“聊城市三八红
旗手”、“东昌府区优秀护士”等荣
誉称号，连续多年被医院评为“先
进工作者”、“模范党员”。

杜天慧

■田洪广

东昌府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2012年8月至今任该院普外科
主任，现为聊城市中西医结合肿瘤
学会委员。该同志以病人为中心，以
质量为核心，认真扎实做好临床工
作。任职以来，爱岗敬业，严守职业
道德，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临床工作中始终把病人利益
放在首位，多年来从未发生医疗差
错及事故，赢得患者信任及好评。

该同志于2002年8月至2003年2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院普外科
进修学习，积极参加学术讲座及培
训。回院后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开展
了甲状腺癌根治性切除功能性颈淋
巴结清扫术60余例，结节性甲状腺
肿手术 1 0 0 余例，乳腺癌根治术
(Halsted)12例，改良根治术(Patey术
式、Auchincloss术式)86例，并开展了
保留肋间臂神经的乳癌改良根治
术，明显减少术后患侧上臂内侧感
觉障碍。胃癌根治性切除术36例，并
开展了围手术期经中心静脉全胃肠

外营养(TPN)支持治疗，为外科病
人术后顺利康复保驾护航。胰十二
指肠切除术4例，肝癌行左外叶切除
2例，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行右半肝
切除+门静脉癌栓取出术1例，术后
病人肝功能恢复良好，顺利康复出
院。胆囊炎、结石、息肉等行胆囊切
除术163例，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
取石T管引流术56例。直肠癌行全
直肠系膜切除术(TME)24例，Miles

术式8例。结肠癌行右半结肠切除术
18例，左半结肠切除6例，结肠癌并
肝转移同期行右半结肠切除+肝转
移瘤切除术1例。

该同志努力学习新技术新经
验，开展新项目。先后参加全国乳腺
疾病诊治新策略高级研修班，第五
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疝外科学会年
会，及刘云怡院士主持的肝脏解剖
及临床应用培训班。开展腹股沟疝
腹膜外无张力疝修补术如改良
Kugal等，及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
(TEPP等)，术后患者恢复快，复发
率低。2009年参加腹腔镜培训班，在
该院率先开展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L C)、阑尾切除术、胃穿孔修补术
等，现在已开展了腹腔镜下保胆取
石术、腹腔镜胆囊切除+联合胆道
镜胆总管探查取石T管引流术、腹
腔镜探查及腹腔镜乙状结肠癌根治
术及直肠癌根治术(保肛及不保肛
术式)等。

该同志不断总结临床经验，科
研项目有新突破。业余时间，不断学
习专业文献，总结经验，发表论文7

篇。2007年与本单位同事搞科研，获
国家专利2项。

2005年至2009年连续被东昌府
区卫生局授予“优秀医生”称号。
2006年至2013年，连续被医院评为
“先进工作者”。

田洪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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