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苏 省 医 学 会  
 

苏医会学函〔2022〕1号 

 

江苏省疝与腹壁外科专科后备人才培养 
“春苗计划”基地培训通知 

 
各有关医疗单位、各位学员： 

根据江苏省疝与腹壁外科专科后备人才培养“春苗计划”教

学大纲安排，我会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开展基地培训。现将培

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培训时间 5 天，在 202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28

日期间完成，具体日期由各基地确定。 

二、形式：学员在培训基地参加集中培训（培训基地学员分

配名单详见附件）。 

三、 内容： 

1．学员跟随基地导师参加临床日常工作； 

2．培训基地导师对学员进行“手把手”技术培训； 

3．学术讲座或病例讨论会。 

四、培训要求： 

（一）基地要求： 



1．基地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实施，保证学员医疗

行为的合法性。 

2．基地需安排办理学员在本单位短期学习的有关手续，帮

助学员联系医院附近宾馆。 

3．基地需提前需预约好足量的疝手术病人，确保每位学员

参加 2-3 次手术（担任第一助手或在导师指导下担任主刀医生），

按照培训内容安排培训活动并详细记录（见附件表格）。 

4．基地根据本单位技术特色，举办不少于 5 次的学术讲座

或病例讨论会。 

5．基地负责人应加强医疗安全管理，严格按医院要求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6．基地可结合病人预约情况对学员分批培训。确定培训时

间后，基地自行通知学员参加培训。 

7．基地需留存培训相关资料。 

（二）学员要求： 

1．学员需按照分配名单至相应培训基地进行培训。 

2．学员应遵守基地医院规章制度，服从基地导师指导；应

严格执行医院疫情防控规定；遵守宾馆的有关要求，注意水电气

人财物安全。 

3．学员需书写 2-3 次手术记录并递交给导师修改；需准备

一例疝或腹壁外科手术录像（未经剪辑）及对应手术记录，并于



3 月 5 日前提交至省外科学分会疝与腹壁外科学组，学组将组织

专家对学员手术录像及记录进行点评。 

4．学员培训结束后需提交此次培训总结书面材料。 

5．请学员自备大容量 U 盘。 

五、费用：培训期间，学员食宿费用自理，所有费用回单位

按规定报销。 

六、联系人： 

1.江苏省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乔荣华，电话：13675102594 

2.江苏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疝与腹壁外科 嵇振岭，电话：

13705153488；钟风云，电话：13771884611；王隽，电话：

13914883411 

 

 

 

江苏省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江苏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 

2022 年 1 月 6 日 

 

 

 

 

 



附件 1：基地学员名单分配表 

基地名称 
学员 

姓名 

性

别 

年

龄 
学员单位 

学员 

职称 
学员联系方式 

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 

张炜宇 男 4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主治 18652971200 

张志刚 男 38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主治 13813807087 

杨登元 男 41 南京市中心医院 主治 13851573399 

谢海伟 男 36 南京市第一医院 主治 18262636880 

毛正发 男 38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副主任 13952947900 

李东升 男 38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副主任 18051062321 

江苏省人民

医院 

马人杰 男 40 丹阳市人民医院 主治 13775341523 

夏雪峰 男 36 南京鼓楼医院 副主任 18114483312 

纪安来 男 34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主治 13665246580 

倪春华 男 44 南京市江宁中医院 主任 13921619606 

曹能琦 男 38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 副主任 13913876007 

徐方贵 男 43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副主任 15895940095 

南通大学附

属医院 

薛慧敏 女 30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住院医师 18851336878 

陈杰 男 36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治 15996640736 

严栋梁 男 39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主任 13862957510 

姜新林 男 41 南通市中医院 主治 13962864451 

姚杰 男 33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医院 主治 13813775303 

苏州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童山 男 35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治 15250269906 

秦诗宸 男 35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医院 主治 15962839210 

吴逢春 男 40 南通通州区中医院 主治 18796189168 

仲任 男 32 如东县人民医院 主治 15996500510 

苏州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贾晓斌 男 41 江苏南通海安市中医院 副主任 18934506838 

吴颖 男 39 如皋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 13951319843 

周锋 男 40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 15851303039 

朱文浪 男 33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治 15850009806 

邵乐宁 男 33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主治 13921999895 

何腾飞 男 40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主任 13862408038 

徐州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 

马红钦 男 36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主治 18752168633 

王磊 男 35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治 13585320780 

谢洪虎 男 35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治 15106127567 

胡星辰 男 38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 13918459621 

邵国益 男 41 江阴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13606165600 

徐州市中医

院 

宁飞龙 男 31 徐州市中医院 主治 15705205618 

钱洋洋 男 36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治 15950228835 

王刚 男 36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 13815668370 

苗建青 男 3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治 15262927350 

葛永祥 男 45 泰州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 13852658722 



附件 2：基地培训活动内容表 

 

学员姓名：           基地名称：       导师姓名：        培训日期 

 

 病种名称 例数 参加手术名称 例数 

所见病种 

腹股沟疝      

脐疝       

切口疝       

食管裂孔疝       

腰疝       

造口旁疝       

膈疝       

其他       

学术讲座 

题目  演讲人   

     

     

     

     

     

病例讨论 

病种名称 主持人  病案号 

     

     

     

     

其他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