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学科建设，提升专业内涵

 

 

 

 

 

 

 

急诊科省级青年文明号 



 业务量 

 全国学术排名 

 浙江中医药重点专科（见 pdf） 

 专科优势：急救中毒中心、中毒培训班 

 演练：应急预案、疾病演练、（在原来 g20）、群体事件演练 

 教学基地 

 科研沙龙 

 双下沉、两提升 

 学术成就：科研、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 

 重大事件承担重任 

 

 



 

 提高医疗质量，实现社会价值 

急诊青年文明号年急诊量超过 12 万人次，抢救急危重症患者超

过 9000 人次。除了常规的脏器功能监测技术和支持措施外，独立开

展多项新技术，如 ECMO 技术（体外膜肺氧合）、PICCO监测、床旁纤

支镜技术等，近 3年，年均开展 ECMO 20 余例。圆满完成医院的各项

业务指标，注重救死扶伤，树立医院形象，实现人才效益、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的统一。 

2016年，我号共接诊病人 12.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0.38万人次，

增幅 3.10%。危重病人较多，由于病情需要，抢救病人约 7360人次，

护理部门静脉输液达 104307 人次，肌注 16410 人次，静注 46007 人

次，皮试 3186人次。 

2017年，我号共接诊病人 13.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万人次，

增幅 8.1%。 

危重病人较多，由于病情需要，抢救病人约 8100 人次，护理部

门静脉输液达 104166 人次，肌注 15939 人次，静注 41947 人次，

皮试 2943 人次。 

作为浙江省首批急诊急救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已举办 9 届急诊急

救专科护士培训，共培养急诊急救专科护士 109 人。 

自 2014 年起主办 4 届《浙江护理学会灾害护理实践与新进展学

习班》，共参会 330余人。 

主办 2014 年、2015年《浙江省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培训

班》、2014 年《急性中毒救治的规范化及新进展学习班》、2015年《急



 

性中毒应急救治理论与实践新进展学习班》、2016 年《浙江省突发中

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培训班暨急性中毒应急救治理论与实践新进展

学习班》、2017 年《急性中毒卫生应急规范化处置培训班》，参会人

数达 480余人。 

《浙江省创伤学术年会》，每年 200 人左右。 

 

 

 

 

3.1% 



 

 

 

 



 

 学术排名 

2017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急诊医学第 13 名 

 

 



 

 浙江省中医药重点专科 

见 pdf 

 



 

 立足自身特色，发挥专科优势 

急诊青年文明号作为浙江省中毒急救与防治中心，浙江省化学中

毒救治基地，我号不仅担负了省内重症和疑难中毒病人的会诊和救治

任务，还担负了全省中毒急救的指导和培训工作，参与制定浙江省危

化中毒救治基地及全省体系建设“十三五”项目规划及相关预算汇总，

为全省危化中毒应急救治网络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

中毒谱除了常见的有机磷农药中毒、百草枯中毒、安眠药中毒等，复

合型中毒逐渐增多。通过早期、充分血液净化及体外膜肺技术等综合

治疗措施，大大降低了百草枯中毒的死亡率。 

2016年 11 月 24-26日，由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应急办、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浙江省中毒急救与防治中心主办，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承办，在浙江义乌举办了 2016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急性中毒应急救治理论与实践新进展培训班”，编号：

2016-10-00-012（国），暨 2016 年浙江省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

培训班，来自全省各个地市的 100余位医护人员参加了本次培训，取

得良好的效果。 

我号组建了多支省级中毒急救医疗救护队，包括化学毒品中毒救

护队伍、生物毒剂中毒救护队伍、突发事件医疗保障应急小分队，每

队配备有急救和解毒药物、抢救设备、化学防护和毒物监测设备。所

有队员均进行了多次相关知识培训和实地演练，并人手一册我科自行

编写的《急性中毒应急手册》 

成立洗消中心，洗消中心拥有电子化控制系统、高压喷淋设备和



 

多种洗消制剂，同时有完备的洗消制度和工作流程，可针对多种化学

毒物进行洗消。中心内分为车辆洗消区域，工作人员洗消区域和患者

洗消区域，并分别有专用的转运分流通道，可同时进行急救车辆及多

人的洗消工作。中国军事科学院王永安教授、国家卫计委应急办相关

领导和专家、省长车俊及省卫计委杨敬主任、省卫计委应急办谢国建

处长、杭州市疾控中心中毒所倪小平所长考察后均对我院洗消中心及

配套设备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洗消中心的建设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洗消中心的建成标志着我院成为全国唯一设立民用洗消中心的

医疗机构。 

 

中国军事科学院王永安教授、国家卫计委应急办相关领导和专家

参观洗消中心 

 

 

 

 



 

我院急诊科成功举办“2016 年浙江省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培

训班” 

 

浙江省中毒急救与防治中心和浙江省化学中毒救治基地设在我

院急诊科，不仅担负了省内重症和疑难中毒病人的会诊、指导和救治

任务，还担负了全省化学中毒事件急救的应急处置工作及相关培训任

务。 

急诊科主办的 2016 年浙江省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培训班

暨 2016 年国家继教项目“急性中毒应急救治理论与实践新进展”培

训班于 11 月 24日至 26日在义乌隆重召开，正式注册学员 100 余人。

浙大一院副院长、浙江省中毒急救与防治中心主任许国强教授、浙大

四院院长陈亚岗教授为本次培训班作了精彩的开幕词，鼓励大家相互

交流，不断创新。浙江省卫计委应急办孔令杰教授高度评价了该培训

班的重要意义，希望大家能借助这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总结经验及

不断学习。 

在会议学习中，浙大一院急诊科陆远强主任、急诊科丁晨彦副主

任、急诊科李彤副主任医师、急诊科潘建主治医师、浙大一院肾脏病

中心韩飞主任医师、呼吸治疗科浦其斌主任均进行精彩的专题讲座。

国家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副所长孙承业、浙江省疾病控制

中心邹华研究员，浙江衢化医院急诊科柳月珍主任、浙大四院急诊科

张烨斐主任、金华中心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严建平副主任医师，也在中

毒卫生应急处置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讲解。 



 

本次培训班得到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卫生应急办公室、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此次良好的沟

通和交流，浙江省中毒应急救治事业必将快速发展，更上一层楼。 

                                                        

 

 

 

 



 

 开展急救演练，提升业务水平 

为更好地应对突发急救任务要求，我号定期进行急救演练，提高

青年主力力量的应急能力。形式上包括科室内部自行演练，院内协同

演练，安保、急救、杭州市联动综合演习。内容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

急性脑卒中、多发伤和群体外伤事件、群体中毒事件、院内转运等几

个方面。创伤的演练是重点和难点，我号建立了三支创伤应急队伍，

团队成员包括了急诊医师、外科医师、呼吸治疗师、护士、影像科医

师、协调员等青年医护人员，这样的队伍建设不仅仅对于这次保障任

务，对于今后医院的创伤救治程序都会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和促进。 

演练过程中，我号青年们不光放眼全局，同时也注重细节。对于

各种交接情况，运送通道、电梯、随行人员都有了详细的规定，如几

人进入电梯、几人进入救护车、随行的救护设备种类、平车转运时哪

里是最容易出现颠簸，通过演练都了如指掌。而事实证明，在后面的

实战过程中，急诊青年们完美再现了演练成果，是医疗应急能力的巨

大提升。 

  

多发伤演练                         群体外伤演练 

 



 

  

脑卒中演练                        急性中毒演练 

  

院内转运演练                急性冠脉综合征演练 

 

 

 

 

 

 



 

 建设教学基地，培养专业人才 

急诊青年文明号作为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急诊专

业基地，已接收住院医师规培 200余人；作为首批浙江省急诊急救专

科护士培训基地，目前为止开设八期专科护士培训班，培养急诊急救

专科护士近百人。作为浙江大学留学生急诊临床教学基地，承担留学

生、进修生以及实习生带教工作承担留学生、进修生以及实习生带教

工作，每年培训 500 余人。我科青年医师潘建、青年护士王海平等荣

获 2016 年度浙江大学优秀带教老师。 

 

急诊急救专科护士培训班 

 

青年带教老师徐佳和留学生合影 



 

 科研沙龙 

2017.3.29 第一次科研沙龙 

主持人：陆远强主任 

专题汇报：Endnote的使用（讲者：方雯） 

科研汇报：徐佳 脓毒症免疫麻痹阶段 CD4+T 淋巴细胞自噬调节机制

的研究 

 张京臣 经鼻高流量吸氧在 COPD 患者脱机中的作用研究 

曾彩雨 内皮组细胞在急性肺栓塞中的作用研究 

邱方方 2，4-二硝基苯酚中毒  

叶思康 2，4-二硝基苯酚诱导肝细胞自噬的机制研究 

与会者：陆远强 徐佳 方雯 王浩如 姜久昆 张琴 张京臣 曾彩雨 张

小春  

吴逢选 刘鑫 张焕然 李小林 孟琳琳 冯梦晓 邱方方 叶思

康 陈进敏 于莉 

 



 

2017.9.5 第二次科研沙龙 

主持人：陆远强主任 

专题汇报：1、浙医一院及急诊科发展介绍（讲者：陆远强） 

          2、BRCA1、BRCA2 基因突变与乳腺癌 （讲者：王山鸣教

授） 

科研汇报：姜久昆 失血性休克、感染性休克免疫髓系抑制性细胞分

化的研究 

与会者：1. 陆远强 2. 童娅玲 3. 王浩如 4. 徐佳 5. 姜久昆 6. 

陈进敏 7. 刘鑫 8. 张琴 9. 吴逢选 10. 宁建文 11.李璐璐 12.徐

佩枫 13.阮韦淑怡 14.戴芳萍 15.骆萃斐 16.冯梦晓 17.邱方方 18.

叶思康 19.王健 20. 曾彩雨 21.方雯 22.于莉 23.杨皎皎 24. 输

血科刘艳 25.输血科吕燕 26 李小林 

 



 

 双下沉、两提升 

“双下沉、两提升”结对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帮扶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结对基层单位 

1 赵雪红 女 硕士 主任护师 义务市中心医院 

2 王浩如 女 硕士 主治医师 三门县人民医院 

3 尚安东 男 硕士 主治医师 景宁县人民医院 

4 金慧俊 女 硕士 主治医师 嵊州市人民医院 

5 孟琳琳 男 硕士 主治医师 萧山中医院 

6 张京臣 男 硕士 住院医师 三门县人民医院 

7 李小林 女 硕士 住院医师 嵊州人民医院 

8 曾彩雨 女 硕士 住院医师 三门县人民医院 

9 朱威 男 硕士 住院医师 浦江县人民医院 

10 张小春 男 硕士 住院医师 浙大一院民族分院 

11 吴逢选 男 硕士 住院医师 绍兴二院 

12 蔡洪流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三门县人民医院 



 

 学术成就 

 科研成就 

我号鼓励青年科研创新，提高专业水平及科研能力。 

青年成功申请： 

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 1 项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 1 项 

省厅局级课题 8项 

SCI 收录论文 30 余篇 

国家专利 5 项 

软件著作权 3 项。 

申报省部级课题一项 

申报省教育厅课题一项 

申报省科技厅课题一项 

申报省中药局课题一项 

《心肺复苏网络化普及与应急社区建立的研究》项目荣获 2016

年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奖二等奖，青年项目骨干获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1 项。 

科室青年医生承办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两本：《中华危重症医学

杂志（电子版）》及《Journal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在中

华医学会电子版系列杂志评刊中获得优秀期刊奖（并列第一），优秀

编校质量奖（并列第二），优秀编辑部奖，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

收录。 



 

科室青年主编《现代心脑肺复苏》，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项目。 

 

 

 

 

 

 

 

 

 

 

 

 

 

 



 

 国家专利 

我号青年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工作中开动脑筋，钻

研实践，开展持续质量并将结果运用于临床，申请了 5 项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一次性注射器储存柜 

医用约束手套 

医用约束衣 

扣肺器 

医用车 

 

 

 

 

 

 

 

 

 

 

 

 

 



 

 软件著作权 

依托信息化建设，提升管理效率。我号青年参与设计研发的“智

能化急诊预检分诊信息系统”、“护理电子病历综合管理系统”和“危

重病情早期识别系统”获得 3 项软件著作权。 

 

 

 

 

 

 

 

 

 

 



 

 重大事件承担重任 

 汶川地震承担重任 

2008年汶川地震，我号领导人护士长、青年医生李彤、王海苹、

陈小群作为灾害急救队伍成员，赴汶川实行灾后医疗救治护理。赵雪

红报名参加伤员转运工作，2 次带领转运小组赶赴余震不断的灾区。

在她和组员们的努力下，2列车伤员全部安全转运至浙江。 

 

 



 

 H7N9 禽流感，打不倒的急诊人 

2013年 H7N9 禽流感肆虐，医院根据浙江省卫计委的部署，急诊

科临时组建 H7N9 病房，集中收治全省所有的禽流感患者。在急诊青

年文明号领导人赵雪红的带领下，我号青年医护人员孟琳琳、王海平、

陈臣侃、祝文婷、陈娇阳等积极报名承担 H7N9 病房救护工作，承担

H7N9患者的救治与护理工作。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浙江省

集中救治 H7N9 患者病死率为全国最低。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菲律宾灾害援助 

2013年，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我科青年护士盛迪作为第一

批国际医疗救护队的成员之一参加援菲行动。在援助期间，中国政府

医疗急救队共救治了 1831 位病人，为 20 万人口的阿布约及周边城市

提供了相关医疗救助服务。鉴于他们的特殊贡献和获得的国际认可，

团体被授予浙江省国际救援团体一等功。 

 

 



 

 援非抗击埃博拉 

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急诊科青年文明号负责人赵雪红

主动请缨，告别家人和正上高三的女儿，赴利比里亚开展抗击埃博拉

救护工作，为西非人民提供了专业的医疗救护。在条件艰苦、疫情肆

虐的非洲，她和队友们零距离接触埃博拉患者，为西非人民提供了专

业的医疗救护。由于她在西非抗击埃博拉期间的杰出工作表现，她被

授予“全国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先进个人”“浙江省卫生计生系统

最美志愿者”“浙江骄傲”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