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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仁心同筑梦 健康保驾担使命
——随州市妇幼保健院先进科室、优秀医师风采展示

雷鸣，随州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随州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医 18年，雷鸣熟练掌握了新生儿科高/常频呼吸支持、肺泡表面活性物质气道滴入、

新生儿院前急救技术、新生儿窒息复苏术、亚低温治疗技术、早产儿综合管理技术等多项重
症技术。擅长多种新生儿危急重症的救治，如：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胎粪吸入综
合征，持续性肺动脉高压，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新生儿坏死性小肠
结肠炎，极早早产儿综合救治等。

雷鸣具有强烈责任心和爱心，对经治的病患宝宝，视如己出，受到患者家长的好评，收
获锦旗多面，同时廉洁行医，恪守医德。

工作中，雷鸣不断加强业务理论学习，2014 年在医院组织的“妇幼健康技能竞赛”中获
得第二名，2015年在同济医院新生儿科进修，2017年在随州市卫计委组织的“随州市突发事
件紧急医学救援技能竞赛”中获得团体三等奖。

周平，随州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治医师。
周平 2009 年入职，工作中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及时学习麻醉专业相关的新观

点、新技术，率先在随州市开展静脉分娩镇痛，同时率先在我市开展小儿术后镇痛技
术。

她始终秉持着对病人对自己负责的思想理念，为每一位患者做个体化精细化治
疗方案，获得了孕产妇及家属的一致认可，工作期间多次参与各种急救危重病人的
抢救工作。工作之余坚持学习，先后多次参与科研立项项目，其中有三次是课题的
承担者，近年来在国家省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作为一名党员，周平多次参加医院及支部组织的各种“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在疫情期间冲在最前线，积极下沉到社区参与核酸的采集工作。

随州医师奖

先进科室

陈小元，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主治医师。

在从医的 17 年中，陈小元先
后在新生儿科、儿科住院部、儿科
门诊等部门工作，熟练掌握新生
儿科及儿科的各种常见病多发病
的诊断、处理技术和方法；对儿科
专业各种疑难病症也有丰富的经
验，并熟练掌握儿科插管、腰穿、
骨穿等各种穿刺技术；善于处理
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和血液系统疾
病等。

工作期间，陈小元严格遵守
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具备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工作责
任感，本着“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的一切”的服务宗旨，
不断提高医护质量。

陈小元在 2017 年“随州市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技能
竞赛”中，获得个人三等奖和团体三等奖，在 2021 年 4 月湖
北省儿科医疗联盟第六期“百名儿科医师高级培训班”中取
得优异成绩。

高芬，随州市妇幼保健院
妇产科主治医师。

13 年来，高芬一直奋斗在
医院妇产科临床一线，熟练掌
握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一
些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擅
长于产科手术、妇科常规手术、
宫腔镜手术、腹腔镜手术。

作为医生，不但要掌握先
进的医疗技术，更重要的是忠
诚奉献，高芬本着“一切以病人
为中心”的工作宗旨，一直把

“修医先修德，从医先做人”作
为座右铭，把“总是去安慰、常

常去帮助、有时是治愈”牢记在心，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医者
的誓言。

2019年她被评为“随州好医生”，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时踊跃报名战斗在临床一线，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在
武汉协和医院妇产科进修一年，进修期间 2 次为病人无偿
献血。

刘真珍，随州市妇幼保
健院围保科主治医师，随州
市妇幼专科联盟理事成员、
随州市医学会妇幼保健专业
委员会委员。

刘真珍从事妇产科专业
12 年 ，参 与 妇 产 科 手 术 近
3000 余台，妇产科各类危急
重症的救治工作 150余例，帮
助近 20余例特殊高危孕产妇
安全分娩。

工作之余她通过不断学
习提高知识能力业务技术水

平，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工作、学习和生活
中都能时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2018年 12月取
得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硕士学位。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7
月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进修学习。2020年 2月至 4
月参与武汉市抗击新冠疫情。2022 年 6 月获得市卫健委
表彰“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目前参与随州市科研立项 2
项，发表论文 1篇。

罗付玲，随州市妇幼
保健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第一
届宫颈疾病防治专家委员
会委员，随州市围产医学
专业委员会委员。

罗付玲从事妇产科临
床工作 20 余年，具有扎实
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
工作经验。能熟练运用各
种产科手术操作，手术技
巧娴熟，在病理产科，难产
处理，孕产妇危、急、重症

诊治和抢救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省级刊物上发
表学术论文多篇，2022 年取得产前诊断、产前筛查合格
证。

在多年的从医工作中，她时刻牢记“生命至上、人
民至上”的宗旨，一切为病人着想，用精湛的医术为病
患解除疾苦。

为隆重庆祝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树立随州卫健系统的良好形象，彰显
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的精神风貌，着力营造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为建设神韵随州、健康随州作出新贡献，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随州日报社
联合推出纪念特刊——《与“随州医师奖”“随州好医生”“随州名医”“优秀医师”“优秀科主任”面对面》，本报今日刊登的是随州市妇幼保健
院先进科室、优秀医师风采展示，敬请读者关注。

【 阅读提示 】

祝全市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尊医重卫 共享健康
——第五个“中国医师节”·与“随州医师奖”“随州好医生”“随州名医”“优秀医师”“优秀科主任”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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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是
我市最早成立的新生儿专科，2004年
率先在我省地市级医院成立新生儿
重症监护病房（NICU），是随州市首
批临床重点专科，经过不断发展，科
室现已成为全市规模最大、设备最先
进、技术力量最雄厚的新生儿专科，
承担着全市及周边地区危重症新生
儿急救转运工作。

科室现有专业医护人员 30 人，
其中高级职称 4 人，中级职称 11 人，
依托高素质的医疗团队和先进设备，
科室已经成为随州市新生儿急救转
运中心，危重症新生儿救治成功率达
98%以上，成功救治随州市最低 700g
早产超低体重儿，整体诊治水平达同
级领先。

作为妇幼专科特色医院，市妇幼
保健院把妇儿安全放在首位，实行儿
科医生进产房制度：当产科有高危产
妇分娩时，新生儿科医生提前到达现
场，全程负责新生儿的安全，为初生
新生儿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科室拥有多台长颈鹿高级暖箱，
进口常频和高频呼吸机、CPAP 呼吸
机、LED 光疗仪、多参数监护仪、多功
能抢救辐射台、血气分析仪、多功能
视频脑电图、西门子床旁 DR 机、车
载转运暖箱等先进设备，开展新生
儿院前急救技术、亚低温治疗、呼
吸支持与管理技术、早产儿综合管
理技术等特色技术。科室医生都能
熟练掌握新生儿的抢救技术，包括院
前急救稳定病情及危重新生儿复苏，
转运途中监测生命体征，呼吸支持技
术等，建立了完善的转运制度和全面
的急救技术体系，并与全市多家医院
建立了新生儿转运协作关系，大大降
低了我市新生儿病死率和伤残率。

科室在我市率先开展新生儿选
择性头部亚低温治疗,通过物理降温
作用使新生儿体温控制在 33-35℃
来达到降低颅内压的目的，对改善脑
细胞能量代谢、减少氧自由基的生
成、减少神经元坏死、促进细胞间信
号传导的恢复，都具有较好的临床意

义，极大改善大脑严重缺氧患儿的预
后。联合床边振幅整合脑电图实时
监测，大幅度提高了危重新生儿脑损
伤的识别和预后判断。

为了进一步提高新生儿呼吸支
持水平,为新生儿提供更加优质安全
的医疗保健服务，科室在我市率先开
展新生儿常频机械通气、高频机械通
气、肺表面活性物质替代治疗等技
术，抢救各种呼吸衰竭、肺动脉高压
及肺出血患儿，大大提高了多种新生
儿疾病的治愈率和存活率。

科室还积极开展早产儿综合管
理技术，通过脐静脉置管术、经外周
静脉中心静脉置管术、全静脉营养、
部分静脉营养、微量喂养技术、亲情
抚触、呼吸支持、气道管理、发展性照
顾、严格院感管理等综合管理技术，
帮助早产儿跨过生命首道难关。目
前已经成熟掌握超早产儿救治技术，
不仅存活率高，而且实现了高质量生
存。

保障母婴健康，使每位孕产妇
幸福、愉快地度过孕期，是孕产期保
健人的服务宗旨。随州市妇幼保健
院作为随州市唯一一家产前诊断机
构，其围保科优生遗传及产前诊断
门诊自 2021年 8月 25日成功开展了
第一例羊膜腔穿刺产前诊断术，截
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该门诊已完成
104例羊水穿刺产前诊断术，确诊并
避免 38 例缺陷儿出生，极大程度减
轻孕妇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

去年 9 月，35 岁的陈女士怀孕
12周经检查显示：NT增厚。陈女士
与丈夫听闻此结果拟终止妊娠，该
院围保科优生遗传及产前诊断门诊
的医生给予了优生遗传咨询，告知
可以通过产前诊断来排除部分染色
体异常导致的胎儿畸形，并告知各
种产前诊断技术适宜孕周及相应风
险。陈女士选择在孕 17周来该院进
行产前诊断，围保科通过对羊水进
行胎儿细胞核型分析及高通量测序
技术检查未发现染色体拷贝数变
异，后期大小排畸超声检查，也未发
现胎儿结构异常，在市妇幼围保科

及其他相关科室的细心监测下陈女
士于今年 3 月顺利诞下一名健康的
男宝宝，后期随访中也没有发现孩
子发育异常。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高龄
孕产妇骤增，为预防出生缺陷，产前
诊断的需求日益增多。今年 1 月至
7月，随州市妇幼保健院围保科优生
遗传咨询及产前诊断门诊为 367 名
高危孕妇提供咨询服务。

目前按照国家产前诊断技术的
规范要求，对于唐氏筛查高风险孕
妇、曾生育过染色体异常患儿的孕
妇、产前超声提示胎儿结构异常可
能与染色体异常有关的孕妇、夫妇
之一为染色体异常携带者等人群需
要进行产前诊断。同时，预产年龄
大于等于 35 岁高龄孕妇，产前超声
提示胎儿 NT 增厚、脉络丛囊肿、侧
脑室增宽、左心室强回声点、肠道回
声增强、轻度肾盂分离、颅后窝池增
宽等超声软指标，也应到优生遗传
及产前诊断咨询门诊咨询。

为了做好高危孕妇属地化闭环
管理及方便孕妇，随州市妇幼保健

院在经过湖北省卫健委的考核后获
批成为产前诊断机构。自此，高危
孕妇无需长途跋涉前往省一级医
院，在该院就可完成产前诊断。目
前市妇幼围保科成功开展了羊膜腔
穿刺产前诊断术，通过羊水可对胎
儿细胞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染色
体 微 阵 列 分 析 、高 通 量 测 序
CNVseq、地中海贫血基因诊断等产
前检测，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严重出
生缺陷，减少家庭负担。

B 超定位引导下羊膜腔穿刺术
是一项相对安全的介入性产前诊断
方法。羊水穿刺引起胎儿流产率为
0.5%，极少情况下会发生孕妇出血、
感染、羊水渗漏等。虽然羊水穿刺
为有创检查，存在一定风险，但胎儿
的先天遗传性疾病目前尚无治疗方
法，一旦出生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
沉重负担，所以产前筛查高风险的
胎儿仍有必要进行产前诊断。为尽
量减少风险的发生，每一名在该院
接受羊水穿刺的孕妇医院都会有专
人随访，跟踪孕妇情况，术后 10天免
费超声监测。

随州好医生

为母婴搭建安康桥
——记随州市妇幼保健院围保科

守护新生命的“第一关”
——记随州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