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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复医学论坛

时间：2019年1月12日上午9点开始
会议日程：
1．9:20-10:00《脑卒中不同时期的
运动策略》
主讲人：浙江省人民医院 叶祥明教授

叶祥明教授：浙江省康复中心主
任、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杭州
医学院康复研究所所长，中国康复医
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康复医学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法人代表)，浙江省
卒中学会副会长，中国康复医学会治
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
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浙江省康复医学质量控制中
心常务主任，浙江省康复治疗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重点学科神经
康复学带头人，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神经康复学带头
人，浙江省康复医学会突出贡献奖获
得者。

2．10:00-10:40《康复医学概论》
主讲人：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丽娜
教授

陈丽娜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
任，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脑血管
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物理医学
与康复学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师
学会康复分会副会长，浙江省康复医
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康复学会老年
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杭州市物
理医学与康复分会主任委员，浙江省
社会办医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康复
医学专业30余年，发表论文30余 篇，
主持参与科研项目10项。

3．10:40-11:20《虚拟现实技术在
中风康复中的应用》
主讲人：杭州市红会医院 戎军教授

戎军教授：运动康复科主任，
2005年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针推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已从事针灸推
拿及康复临床工作20余年。浙江省
杭州市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分
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物理医
学与康复学分会委员，浙江省医师协
会康复医师分会理事，浙江省康复学
会老年病分会委员，浙江省康复学会
外科快速康复（eras）分会委员，浙江省

针灸学会针灸康复分会委员，杭州市
针灸推拿学会理事。曾作为总统、议
长、总理等高层保健医生在非洲工作2
年并被授予总统骑士勋章。已在专业
期刊发表相关医学论文十余篇，主持
研究杭州市卫生局课题两项，主编《现
代中医临症指南》一书，是杭州市医疗
事故鉴定专家组成员。

4．11:20-12:00《卒中后吞咽障碍
康复及新进展》
主讲人：浙江省人民医院 周亮博士

周亮博士：康复医学与理疗学硕
士，临床医学博士（在读），兼任中国康
复医学会阿尔茨海默病与认知障碍康
复专委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脑功
能检测与调控康复专委会委员，浙江
省康复医学会青年理事会副主任委
员，浙江省卒中学会青年理事会副主
任委员，浙江省康复医学会脑外伤治
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康
复医学会ERAS专业委员会委员，浙
江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委
员。

三、、健康讲座

时间：2019年1月13日9点开始
会议议程：
1．9:30-10:15《康复医学》
主讲人：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
孟祥博博士

孟祥博：医学博士（在读）。毕业
于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
业。后一直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
复医学科工作。曾参与编写著作《康
复治疗技术新进展》，曾赴欧洲进修康
复医学3个月。在科研方面，主持省
级和市级科研项目各1项，撰写科普
文章多篇。目前担任省医学会物理医
学与康复分会青年委员，省医学会吞
咽障碍学组副组长。

2．10:15-10:45 《脑中风病的防
治》 主讲人：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 马伟娟护士长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
萧金路2358号。（地铁2号线、萧山体
育馆站换乘公交719祝家桥站直达）
电话：0571—83734120

“福利三重奏” 名专家团队义诊不容错过

时间

1月11日
（周五）

单位

浙二医院

邵逸夫医院

浙一医院

浙一医院

省中医院

上海华山医院

省中医院

科室

心内科

内分泌科

内分泌科

呼吸科

中医科

神经内科

中医科

姓名

朱莹

张楠

董凤芹

周建英

裘生梁

王亮

黄平

简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邵逸夫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浙江省医学会风湿病学会委员。

主任医师，自1998年始从事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工作。

呼吸内科主任、呼吸疾病诊疗中心主任。

省中医院主任医师，中医内科学博士。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中医学博士、主任中医师、教师、博士生导师

时间

1月12日
（周六）

单位

萧
山
区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科室

普通外科

泌尿外科

骨科

心血管内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内分泌科

妇科

中医科

姓名

林智宏

姚吉

刘敏波

吴瑰丽

李勇诚

郭锋

费美娇

方燕飞

陆传夫

简介

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曾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进修一年。

曾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浙医一院进修。

曾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华山医院进修。

杭州市医学会心血管电生理学会委员，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

杭州市医学会呼吸分会副主任委员。

消化内科主任，2001年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

妇科主任医师，2005年浙江大学医学院在职研究生。

学科带头人、科主任，为“浙江省基层名中医”。

时间

1月13日
（周日）

单位

萧
山
区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科室

普通外科

泌尿外科

骨科

心血管内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内分泌科

妇科

中医科

姓名

蒋天业

杨金校

陈亿民

来铁峰

邬海燕

余飞龙

谭吾源

赵瑾

楼静

简介

普通外科主任医师，曾在解放军301医院进修。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曾在上海长海医院、浙医一院进修。

骨科副主任医师，毕业于浙江中医药大学，从事临床工作近20年。

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曾参加全国心内科医师学习班（上海）。

呼吸内科主任医师，2011年获杭州市131第三梯队人才荣誉称号。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曾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肿瘤化疗科、浙医一院进修。

萧山区糖尿病、内分泌学科创始人，前农工党萧山区主任。

妇科主任医师，20008年浙江大学硕士学位。

中医科主任中医师，毕业于浙江中医药大学，萧山区名中医。

翁建龙 曾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内科进修。神经内科

■卢文璐 裘航

新年新气象，我区民生工程建设又有好消息传
来：广大老人们有福了！作为萧山区政府2018年为民
办实事十件大事之一，浙江萧山老年医院（杭州市萧
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湘湖分院）即将在新年伊始即2019
年1月11日正式开门营业。这是一家以老年人为主
要群体，以治疗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以及后
期康复为特色的大专科小综合医院。

养老服务需求凸显
老年医院应运而生

据统计，2016年萧山区 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25.98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3.11%，是杭州市老年人口
最多、高龄老人最多、百岁老人最多的地区。而到了
2018年上半年，萧山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更是达
到3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至25%。萧山，可在
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医疗保健已成为社会
和群众迫切关注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萧山老年医院（以下
简称萧山老年医院）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对于我区完
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真正是一项应群众之所急、解政府之所忧、扬
市场之所利的民生实事工程，被萧山区政府列入2018
年为民办实事十件大事之一。

据了解，萧山老年医院是由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
产经营总公司（以下简称萧山国资）和杭州市萧山区
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区一医院）合作组建的非营
利性医院，位于萧山区蜀山街道祝家桥紫荆园，医院
总建筑面积4万余平方米，共设置9个病区420张床
位，总投资5亿元。同时还设有老年护理中心与健康
体检中心，老年护理中心设置210张床位。

萧山老年医院以大专科小综合为发展方向，门诊
服务较为齐全，开设有内科（普通内科、呼吸内科、消
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外科（普
通外科、泌尿外科、骨科）、妇科、中西医结合科、中医
科（中医内科、针灸科、推拿科）、康复科、眼科、耳鼻喉
科、口腔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放射科、B超室、
心电图室）、急诊科等。并开设呼吸支持病区、综合病
区、康复病区（神经康复、骨关节康复、心肺功能康复、
慢性疼痛康复、肌骨超声诊断、心肺运动实验、步态分
析等）。以心肺康复、神经康复、骨关节康复、重症康
复等为主要学科，“专业、信心、爱心、细心”为医院服
务理念，“真情真爱，一切为老年病人全面康复”为医
院宗旨。

强强联姻
目标打造“省内一流”

萧山老年医院可谓是萧山国资与区一医院强强
联姻的产物。

一方面，萧山国资是萧山区内最大的投融资平台
之一，近两年，萧山国资就把养老服务作为公司医药
健康板块的核心产业来发展，积极布局养老产业，从
以7.7亿元总价拿下紫荆园老年公寓项目并筹建萧山
老年医院，到接管萧山区老年颐乐园完成转企改制工
作，再到与进化镇签订全方位战略合作协议打造旅游
健康小镇等重点项目，萧山国资在养老产业和领域稳
扎稳打，不断尝试和探索，迅速成为养老市场上一支
新的“生力军”。品牌、实力以及资源是萧山国资撬动
养老市场的独特优势，这些优势势必也将在萧山老年
医院的建设和运营中有所体现。

另一方面，区一医院作为萧山区内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齐全，技术水平最高的综合性
医院之一，由其提供业务和技术支持，负责萧山老年
医院的经营以及团队管理、医技人员的输入，无疑是
最合适不过了，其专业水平、团队实力以及在萧山本

土的知名度和市民接受度都毋庸置疑，无怪乎此前当
建设萧山老年医院的消息刚传出伊始，不少老人们听
说将由区一医院“担纲”，都表示“很放心”。据了解，
新建的萧山老年医院将作为区一医院湘湖分院，力争
打造成为省内一流的老年医院。

开业奏响“惊喜三重奏”
名专家团队义诊不容错过

记者了解到，萧山老年医院计划于2019年1月11
日正式开业，届时，将有以免费义诊、康复医学论坛、
健康知识讲座为主要内容的“福利三重奏”。

其中，免费义诊时间为2019年1月11日-13日每
天上午9：00-11:30，在新开业的萧山老年医院门诊
大厅二楼各门诊室，将有来自上海华山医院、浙江省
中医院、邵逸夫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等多家医院的省级专家7名，以及区
一医院数名专家联合义诊，所有科室的所有门诊挂号
费，包括专家费都将减免，有需要的市民可千万不要
错过了。要知道，平日里想找这样的大专家可不容
易。

浙江萧山老年医院1月11日正式开业
传播健康理念 承担民生责任

1．2019年1月11日上午9：00-11:30 场地：浙江萧山老年医院门诊大厅二楼各门诊室 每位专家预约限号20个

2．2019年1月12日上午9：00-11:30 场地：浙江萧山老年医院门诊大厅二楼各门诊室 每位专家预约限号20个

3．2019年1月13上午9：00-11:30 场地：浙江萧山老年医院门诊大厅二楼各门诊室每位专家预约限号20个

一一、、免费义诊 (开业前三天免挂号费 现场有精美礼品赠送 预约热线0571-83734120)

老年医院专家门诊时间表

高峰

来铁峰

潘旭初

胡海芳

邬海燕

郭锋

陈军

谭吾源

叶家宽

朱宝华

蒋天业

任福锦

姚吉

傅裕金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心血管内科

心血管内科

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内分泌科

内分泌科

骨科

骨科

普外科

泌尿外科

泌尿外科

中医科

周一上午

周四上午

周五全天

周六上午

周一上午

周六上午

周三上午

周五、周六全天

周一上午、周三
上午

周五上午

周六上午

周二全天

周四下午

周二上午

门诊大厅

中医馆

神经内科 胡海芳 浙江省康复医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兼职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