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肾病科为上海市中医肾病临床
重点学科，擅长尿路感染、蛋白尿、多
囊肾及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诊治，学科

坚持中西医结合，采取辨证论
治、个体化治疗的原则，同时
大力发展中药保留灌肠、中
药外敷等中医技术的临床应
用，并取得良好效果。托管以
来，科室人员优先到龙华医院
肾病科进修学习，使专科水平
和业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目前专科队伍共 5 人，
其中副主任医师 2 人，主治
医师2人，住院医师1人。托
管期间科研结题 4 项；申请
科研立项 2 项；参与国家及

分中心研究项目各 1 项；科室成员
发表论文5篇，其中核心期刊2篇。

肾病科

脑病科为奉贤区卫生系统医学
重点专科，是集神经内科、针灸、
推拿、理疗和康复训练五位一体的

临床综合性专科。长期从
事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的宣
教、预防、治疗和康复工
作，具有较好中医特色治
疗优势。托管以来，在龙
华专家的引领下，科室成
员进一步了解了三级医院
的学习和学术开展模式，
增加了学习业务知识的平
台。

目 前 专 科 队 伍 共 11
人，其中副主任医师 3 人，

住院医师1人，主治医师7人。托
管期间科室成员发表论文 6 篇，其
中核心期刊1篇。

脑病科

肛肠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
国农村医疗机构特色专科，上海市
第三批中医临床优势科室。通过三

十余年的建设，科室的整体
硬软件条件、技术能力等已
跻身市郊同级医院前列。

专科 2016 年起由龙华
医院肛肠科托管，整体实力
有了新的提升。目前专科队
伍共 22 人，其中专科医师 9
名，护理队伍13名。托管期
内科室成员发表论文 7 篇，
其中核心期刊 1 篇；参加龙
华主办的学术会议 6 次，共
22人次；新课题立项1项，完

成课题验收 1 项，参与完成龙华协
作课题2项；申报专利1项；新入选
市级专科学术任职3人。

肛肠科妇 科

妇科为上海市中医特色专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农村医疗
机构特色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十二.五”重点专科（培育项
目）。有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黄兆政）、奉贤区卫生系统
领军人才“范海英名中医工
作室”。专科坚持中医为主、
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输卵管
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
症等妇科疾病。

目前专科队伍共33人，
其中主任医师1人，副主任医
师2人，住院医师2人，主治医

师9人。托管期内科室成员发表论
文9篇，其中核心期刊2篇；申报新课
题或项目2项；参与项目协作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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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中医医院是有着

30 多年历史的区内唯一一家

中医医疗机构，2014 年 3 月医

院整体搬迁后，承担着南桥镇

老城区内 30 多万人民群众的

综合医疗诊治任务。医院现

有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 2 个，上海市基层

名老中医专家传承研究工作

室 1 个，入选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3 人、上海

市优秀青年中医临床人才 4

人、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3人，

区卫生系统领军人才5人。医

院设有临床、医技科室 23 个，

专家专科门诊55个，特需门诊

8 个，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十二五”重点专科培育项目1

个，国家级基层重点特色专科

3 个，市中医重点（特色）优势

专科（学科）3个。

长期以来，在区委、区政

府的关心下，在区卫计委的正

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区中医医院注重自身

内涵建设，积极进取，秉持“以

中医为主”的办院思路，坚持

以病人为中心，以病人满意为

标准，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提供

医疗卫生服务，在奉贤百姓中

具有较好的口碑。

2015年11月，奉贤区中医

医院挂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龙华医院奉贤分院，自挂牌

以来，龙华医院充分发挥全市

中医医院“龙头”优势，从管

理、科研、技术、医院文化等方

面对区中医医院给予全方位

的“输血”，通过选派专家担任

区中医医院科研副院长，派出

医疗技术骨干和富有管理经

验的专家、教授驻点传、帮、

带，并与妇科等10个临床科室

建立托管共建、双主任管理模

式。同时，龙华医院为区中医

医院医护人员提供优先进修、

轮训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医护

人员的诊疗水平和业务能力，

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有

优质的医疗资源和服务。

经过 2 年多的实践，通过

依托龙华医院医疗资源优势

及优质的管理理念，双方上下

联动，有效发挥了医疗服务体

系的整体功能，区中医医院在

管理模式、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医疗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长

足发展，实现了医疗质量和服

务水平的全面提升。科室托

管后，人才、技术和设备实施

得到了优化，通过这三者的有

机结合和相互作用，达到了建

设和发展专科技术优势的目

的，推进了医院的全面发展。

下一步，区中医医院将进

一步加强与龙华医院的紧密

合作，主动对接，紧抓机遇，借

力优势平台，加快自身建设，

争取将医院医疗技术、人才培

养、科研学术等工作推向一个

新高度，从而为全区人民提供

更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关爱生命、奉献真情、营造温馨
龙华医院托管十大科室风采展示

儿科坚持以中医中药治疗病
患为特长，常年开展对咳喘、脾胃
虚弱及多汗、遗尿、反复呼吸道感

染患儿给予中药饮片的调理
或治疗；三伏天开展“冬病夏
治”，对小儿哮喘、支气管炎、
支气管肺炎、反复呼吸道感
染及过敏性鼻炎的患儿进行
大、小敷贴治疗，疗效明显，
已形成一定规模。

目前专科队伍共 8 人，
其中主任医师1名，副主任
医师 2 名，主治医师 3 名，
住院医师2名。托管期间科
室成员发表论文1篇；参加

龙华医院学术会议 3 次，共 10 人
次；申报课题1项，参与课题协作
2项。

儿 科

前 言

急诊科为上海市中医薄弱领
域专科建设项目，自与龙华建立托
管以来，科室迅速发展，开设了急

诊病区及ICU病房。在龙华
医院俞志刚主任的指导下，
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抢救内
科疾病，如急性心律失常、急
性心力衰竭、急性冠脉综合
症、高血压急症、糖尿病酮
症、呼吸衰竭、支气管哮喘、
酒精中毒、晕厥等成功率高。

目前专科队伍共60人，
其中主任医师1人，副主任医
师1人，主治医师10人，住院
医师2人，护士46人。托管期

内科室成员发表论文6篇；参加龙华
医院学术会议10人次；参与项目协
作3项；参与市中发办课题1项。

急诊科

内三科以中西医结合方法在
诊治中医肺病、中医心病等方面积
累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科室目

前开展耳穴埋豆、中药涂
擦、穴位敷贴、刮痧疗法等
中医护理操作项目，进一步
弘扬了中医特色，受到患者
好评。

目前专科队伍共10人，
其中副主任医师 2 人，住院
医师2人，主治医师6人。科
主任方芳是奉贤区卫生系
统学科带头人，科副主任周
东花是“第五批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继承人。托管期内科室成员参加
龙华学术会议3次，共7人次；申报
新项目1项；参与课题协作1项。

内三科

针灸科为上海市中医临床重
点扶持专科，擅长颈肩腰腿痛、中
风偏瘫、面瘫、小儿脑瘫、三叉神经

痛、耳鸣耳聋等常见病多发
病的针灸推拿治疗。托管以
来，龙华专家每周来院坐诊、
带教，传授龙华专家的诊疗
思路和临床经验。

目前专科队伍共 6 人，
其中主任医师 1 名、副主任
医师1名、主治医师4名。托
管期内科室成员发表论文3
篇；参加龙华学术会议4次，
共 7 人次；申报新课题或项
目3项；参与课题协作1项；

举办市级Ⅰ类学分继续教育学习
班1次。入选张华梅全国基层名老
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1个。

针灸科

外科除开展普外科常规手术
外，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泌尿系统钬
激光碎石术也是科室特色项目之

一。托管以来，通过龙华专
家开展教学查房、病例讨论，
使疑难病人、危重病人的治
疗方案更具针对性，同时，开
展急性乳腺炎的通乳治疗，
阑尾炎、胆囊炎的中医保守
治疗，晚期肿瘤治疗的中医
应用等新项目。

目前专科队伍共19人，
其中外聘教授 2 人，副主任
医师 4 人，主治医师 10 人。
托管期内科室成员发表论文

2篇，其中核心期刊1篇；参加龙华
学术会议4次，共5人次；申报新课
题1项。

骨伤科自成立并经过二十多
年的发展，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
特色，内服外用、标本兼治，在颈腰

腿痛疾病、骨关节退行性疾
病、骨质疏松症、各类创伤
骨折等诊治方面积累了较
丰富的临床经验。托管以
来，龙华专家精心指导，不
断完善优势病种方案，科
室中医诊疗技术取得较明
显进展。

目 前 专 科 队 伍 共 10
人，其中副主任医师 3 人，
住院医师 1 人，主治医师 6
人。托管期内科室成员发

表论文 9 篇；参与科研项目 1 个；
参加会议4次；科室成员到龙华轮
训21人次。

外 科

骨伤科

龙华医院主任龙华医院主任：：徐莲薇徐莲薇（（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龙华医院主任龙华医院主任：：潘一滨潘一滨（（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龙华医院主任龙华医院主任：：钟逸斐钟逸斐（（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龙华医院主任龙华医院主任：：孙德利孙德利（（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龙华医院主任龙华医院主任：：陈运陈运（（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龙华医院主任龙华医院主任：：鹿振辉鹿振辉（（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龙华医院主任龙华医院主任：：俞志刚俞志刚（（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龙华医院主任龙华医院主任：：顾宏刚顾宏刚（（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龙华医院主任龙华医院主任：：叶洁叶洁（（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龙华医院主任龙华医院主任：：姜永红姜永红（（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