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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一名叫白求恩的加拿大医生不远万里来到

中国，凭借其精湛的医术和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炮火

纷飞中拯救数以万计的抗日战士。 70多年后，一群怀着崇

高理想的医学工作者，追随白求恩的足迹来到中国 ，他们以

“当代白求恩行动”公益活动为载体，用自己一言一行书写

着永不落幕的白求恩精神。

毛主席曾评价白求恩同志：“白求恩同志是一个医生，

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

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开展“当代白求恩行动”公益活

动就是弘扬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毫不

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工作极端热忱、精益求

精的精神。

“当代白求恩行动”公益活动 是中国和加拿大医务工作

志愿者前后经历 5年多的时间探讨与实践而逐渐形成的跨

国界、非营利性的慈善组织。它最初是由孙公铎教授向加拿

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心外科医生

Shum-Tim 教授提议，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中国与加拿大志

愿者的团队公益活动。

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是世界

级的最全面的学术医疗中心，麦吉尔大学始建于 1821年，

有“北方哈佛”之誉，世界大学排行榜位列前 24位，加拿大

排名第一。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正是白求恩大夫赴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

前工作过的地方。心脏方面，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

家维多利亚医院的心脏内科和心在外科在国际上都享有盛

誉。

当下，一大批来自于白求恩曾经工作过的皇家维多利

亚医院的顶尖心内、心外科医疗专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积极参与到“当代白求恩行动”公益活动中，用 实际行动为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当代白求恩行动”公益活动从 09年开始，先后走进贵

阳、上海、兴义、温州、文成、石家庄、保定市、郑州、温州等地

开展学术报告和义诊活动，致力于发展中国贫困地区医疗

卫生事业，让普通的患者能够享受到国外顶级专家的医疗

服务。“当代白求恩行动”公益活动 全是成员自掏腰包，讲座

和手术分文不取。每走过一个地方，他们都会开展义诊、为

当地医院带去最先进的技术，帮助其发展，用他们的实际行

动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继续贡献力量。“当代白求恩

行动”公益活动就这样在中国种下了白求恩精神的种子。

2014年，“当代白求恩行动”公益活动来到 郑州，在中心

医院开展系列讲座和义诊活动。联合开展手术 6台，涉及到

先天性心脏病、冠状动脉搭桥、心脏瓣膜病、射频消融术 4类

疾病。

2015年，“当代白求恩行动”公益活动 第二次来到中心

医院，与会专家共同倡导弘扬白求恩精神，将心脏病治疗前

沿技术、科学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做专题报告，并对疑难病

患者开展义诊和手术。此次“当代白求恩行动”专家们共计

联合完成 9例手术，手术范围涵盖了冠脉搭桥手术、经胸微

创房间隔缺损封堵术、二尖瓣成形术、二尖瓣置换术 +主动

脉瓣置换术 +三尖瓣成形术、法洛四联症矫正术、动脉导管

结扎术等。精湛的手术技巧、高质量的完成效果让在场医师

惊叹不已，也让患者非常满意。

2016年 5月 12日 -14日，2016年“当代白求恩行动”郑

州站活动在第三次来到中心医院，四天时间，“当代白求恩

行动”专家组、北京安贞医院周其文教授团队、中心医院心

脏外科团队共计完成高难度心脏外科手术 10例，心血管内

科介入手术 6例。此次手术患者年龄最大 84岁，最小仅有 3

岁。并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带来最前沿的科学发现和最新研

究成果。

第三届“当代

白求恩行动”已经

圆满落幕，但我们的事业

才刚刚开始。“以人为鉴，可以

明得失”。在以后的学习与工作

中，我们将怀揣着满腔的热情，不断强化专

业理论知识。在未来的工作中克服短板，不

断提高。将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

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的精

神；对工作极端热忱、精益求精的精神继续

传承下去，创新我们的服务品牌，为中心医

院增彩！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

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

人。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郑州大学副校长谷振清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
家维多利亚医院心胸外科首席专家 、
心脏外科首席体外循环灌流师 会面交谈

郑州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付桂荣与加拿大蒙特
利尔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孙公铎会面交谈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长连鸿凯迎接”当代白求恩
行动“专家组，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
院心胸外科首席专家 握手表示欢迎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党委书记丁凡到机场迎接”当
代白求恩行动“专家组到来，为活动发起人、加拿大蒙特利尔大
学医学院研究员孙公铎教授送上鲜花

周其文教授在第十届中

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

分会年会上被授予中国医师

协会心脏外科医师“终身成

就奖”, 此奖项是中国心脏

外科界的最高殊荣，他的获

奖是对其半个世纪以来为中

国心脏外科发展所做出的杰

出贡献的最高褒奖。

他，为了抢救患者，在手

术台上度过自己 78岁生日。

他说，“作为一名医生，没有

比挽救一个生命更有意义的

生日礼物了。”

他，是“当代白求恩行

动”专家组成员之一，与“当

代白求恩行动”志愿者们一

道，将“白求恩”精神继续传

承。周其文，从事心脏外科的

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五十

余年在复杂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重度肺动

脉高压、重症风湿性心脏病

的治疗、心脏瓣膜病、冠心病

外科、同种异体心肺联合移

植的临床及科研方面有相当

高的造诣，由他主刀完成的

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已

达 1万余例。

他,2014年 2 月 13 日受

聘成为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

心医院特聘心脏外科首席专

家，让河南的心脏疾病患者

足不出豫就能享受到国内顶

尖专家的医疗服务。

专家团队的敬业精神和对工作的严谨细致、精

益求精的态度让我由衷的敬佩。在这群由专家组成

的志愿者身上，时刻闪耀着白求恩精神的光芒！

加拿大重症护理专家Melanie，学术会议当天

中午在会场吃午餐时被鱼刺卡着了喉咙，作为她的

陪同翻译我赶紧联系医务科想要找耳鼻喉科大夫，

但是Melanie却说要等她讲完课再取，我问：“不疼

吗？为什么不尽快取出来？”她说：“疼，但是能忍受，

我怕局部麻醉了影响下午讲课。”就这样，Melanie

的喉咙里扎着一根鱼刺讲完了那场课…….

这次“当代白求恩行动”，从开始筹备到接机到

欢迎晚宴，院领导、党办、医务科、科教科、后勤、各

相关科室呈现出来的热情与积极让我切实的体会

到了团结、高效的力量。ICU团队为了这次活动能

够顺利成功，同时还要保证日常医务工作质量，

ICU人员全体加班，经常忙到中午只有十分钟的吃

饭时间。

孙公铎教授说他看到我们这帮年轻人让他眼

前一亮，说我们是一群难得的、有信仰的像蒲公英

一样的年轻人。

这次行动让我理解到白求恩精神就是“喜欢、

热爱自己的工作，把这项工作做到精益求精，并且

开心快乐地享受这项工作！”我们一定会将白求恩

精神继续传承，让它在中原大地上永远相传！

综合重症监护室（ICU）徐兰娟

在此次活动期间, 我有幸每天都能与加拿

大 Tim教授共同配合完成手术，让我受益良

多。5月 12日，在结束了上午的讲课后已经接

近午餐时间，此时心脏搭桥手术正在紧锣密鼓

地准备着，因为心脏手术时间长，我们多次劝说

Tim先去用餐，但都被他以“患者的病情太重

了，做完手术再说”这句话拒绝了。搭桥手术历

时 10个小时，待搭桥患者病情稳定已是傍晚时

分，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才匆匆下楼吃了

“午餐”，这时候我真正的理解了“病人的需要是

第一位的”这句话的涵义。

香港伊丽莎白医院陈良贵教授在刷手前认

真阅读消手液的使用说明，他还叮嘱我们，这种

消手液要揉搓，完全吸收后才能达到消毒效果。

他在术前刷手时，严格遵照刷手的操作规范，不

仅要达到有效的刷手时间，连指甲缝，皮肤皱褶

触都仔细刷到。他这股认真劲儿，真让我们打

心底里佩服。

北京安贞医院周其文教授，我们尊称他为

“周老”。28岁的我，一天手术下来都会觉得身心

疲惫，比我大 50岁的他还依然精神抖擞，是什

么支撑着这位 78岁的老人一直活跃在临床一

线呢？周老很平静的对我们说：“只要让我天天

“开心”（心脏手术），我就很开心了。”治病救人

不仅是他的工作，更是流淌在他血液里的事业。

他们是当代白求恩精神的践行者，在与之的接

触的过程中，不由得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病房手术室 护士全慧

从“当代白求恩行动”志愿者身上
让我们再次感悟白求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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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12日—5月

15日，由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加拿大当代白求

恩行动促进委员会主办的第

三届“当代白求恩行动”（郑

州站）暨国际心脏疾病学术

研讨会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隆重召开。

此次“当代白求恩行动”

公益活动是第三次来到郑州。

2014年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

心医院搭建平台“当代白求恩

行动”首次来到郑州。2015

年，“当代白求恩行动”再次来

到中原地区，义务为中原人民

提供健康咨询、举办学术讲

座、进行医疗服务。2016年，

随着活动影响力的不断加深，

“当代白求恩行动”带来的不

仅是高超的医疗技术，更多的

是让无私奉献、大医精诚的崇

高精神在华夏大地得以延续。

本次大会与会代表们继

续弘扬白求恩精神，围绕此次

活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策划开展了招募疑难心

脏内外科患者，学术研讨会，

专家手术，手术直播，专家座

谈等主题活动，让“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在中

原大地生根发芽。

5月 12 日，第三届“当代白求恩行动”（郑州站）暨国际

心脏疾病学术研讨会在我院盛大开幕。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孙公铎、加拿大蒙特

利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心胸外科首席专家 Do-

minique Shum-Tim、心脏外科首席体外循环灌流师 Eric

Laliberte、重症护理师Melanie Fortin，香港伊利沙白医院陈

良贵、郑州大学副校长谷振清、郑州大学医管办主任、医科院

副院长张玉安、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委书

记付桂荣、副主任原学岭、中心医院院长连鸿凯、党委书记丁

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周其文教授团队出席开幕

式，省内医疗机构心血管专业 300余人参加会议。

开幕仪式上，参会领导为第三届“当代白求恩行动”（郑

州站）的专家———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孙公

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心胸外科

首席专家 Dominique Shum-Tim 、心脏外科首席体外循环

灌流师 Eric Laliberte、重症护理师 Melanie Fortin，香港伊

利沙白医院陈良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周其文教授

颁发感谢状。

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心脏外科的发展、主动脉根部的

外科手术、人工心脏辅助装置（ECMO）临床应用进展、急性

主动脉病变的处理、心肌保护、在大规模迁移时心胸疾病患

者的护理常规等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做

专题报告。

5月 12-14 日，来自白求恩工作过的医院———加拿大蒙

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三位专家和香港伊

丽莎白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的专家团队和我院

的心脏外科专家，进行专业授课和手术直播。三天时间，专家

组共完成了 10例心脏外科手术，6例心血管内科介入手术。

目前患者恢复很好。整个手术过程通过高清远程网络，同步

传到论坛会议现场，让与会代表观摩点评。

在 14日晚举办的座谈上，“当代白求恩行动”发起人，孙

公铎教授在座谈会上表示，这是“当代白求恩行动”第三次来

到中心医院，三年来看到中心医院从医院管理，员工素质、医

护人员能力等方面进步非常明显，以“三个新”来总结这本次

“当代白求恩行动”———进入新阶段，取得新成绩，面临新的

未来。孙公铎强调，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身上表现出来的进步，

谦虚，自信，团结的精神面貌值得骄傲！

院长连鸿凯在座谈会上表示，“当代白求恩行动”让中心

医院医护人员得到了升华，不仅近距离的感受到各位专家们

医术的高超，更感受到了专家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传

播了白求恩精神，更重要的体现了团队精神，这种精神形成

了巨大的合力和影响力，希望“当代白求恩行动”能继续、连

续、持续地在中心医院办下去，中心医院将全力支持并提供

平台，与”当代白求恩行动“专家组一道造福更多患者。

党委书记丁凡在座谈会上表示，三年来“当代白求恩行

动”的全体成员都怀揣着真心实意和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个

公益活动中，专家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和传承着白求恩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精益求精，人道主义”的伟大精神。

下一步，中心医院将不断总结，持续深化，让白求恩精神在中

原大地生根开花，更好地造福中原百姓。 党 办

“当代白求恩行动”专家组到达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与中心
医院院领导及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周其文

继承白求恩国际主义人道精神
谱写当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医者情怀

———第三届“当代白求恩行动”（郑州站）顺利举行

白求恩精神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共

产主义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

私奉献的精神；就是对工作极端热忱、精

益求精的精神。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媒体关注： 医院官方微信从

4月 23 日—5月 16 日

连续推出“当代白求恩

行动”系列报道，及时

发布活动相关信息。同时，医院大屏、网站、院内海报

持续对此次互动进行宣传报道。社会各媒体也对会

议进行了持续报道，绿城广场 LED大屏、新浪河南、

中原网、大河健康网、中新网、大河报、郑州晚报、大

河健康报、河南广播电台信息广播、绿色广播、郑州

经济广播等媒体提前发布此次活动信息并参加会议

开幕式，对会议进行持续报道。本次会议取得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感悟 1 感悟 2

他们是普通的医者，却弘扬传

承着白求恩“毫不利己 专门利

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走进那些平凡却践行、传播着

白求恩无私奉献精神的医护人员，

体会那份执着，那份责任！

从此次“当代白求恩行动”开始

前的准备工作，活动中患者手术及

术后监测，直到活动结束，李保林副

院长做了详尽的安排，保障了整个

活动的有序开展，给专家组在郑之

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几天活动下来，李保林副院长

因过度劳累而腰部不适，晚上 11

点多，他还拖着腰疼所致走路有点

儿不方便的腿到重症监护室查看

病人。

“当代白求恩行动”专家组成

员香港伊利沙白医院陈良贵教授

同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副

院长赵智琛、心血管内科三病区主

任张琳携手为 6名患者成功实施

介入手术：冠状动脉造影 +经皮冠

状动脉腔内成形术 +支架植入术，

目前患者恢复很好。

此次活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倾全院之力，通力配合，

心外科、心内科、介入科、手术室、

重症监护室等临床部门以及科教

科、医务科、护理部、服务拓展部、

院办、党办、总务科、设备科等行职

部门，联手做好会议组织、手术配

合、后续监护、专家接待、活动宣传、

后勤保障等一系列工作，确保活动

顺利进行，期间涌现出一大批认真

负责、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工作人

员。可以说，活动的成功举办离不开

每一位参与人员的辛苦付出，他们

都是白求恩精神的践行者。

衣衫已经被汗水浸湿，
但他仍忙碌在手术室

每天一大早副院长李保林就
来到手术室，检查手术用品及器
材

医生穿着重达 40斤的防辐射服为患
者手术，护理人员为他拭去额头的汗水

周其文教授在病房为患儿听诊

一大早中心医院医院医护人
员与专家组在手术室讨论病情

大医大爱 仁心仁术

中心医院副院长李保林在重症
监护室查看患者术后情况

当代白求恩行动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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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每一天手术结束，专家们带着满

身的疲惫和汗水，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就直接

去到重症监护室，将手术患者的情况进行了

全面的了解后，才放心的离开医院，回到宾馆

休息时已是深夜。

术前讨论、术中合作、术后监护……中心

医院医护人员与专家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而他们———每一位参与者，都是白求恩精神的

传承者。专家组三天16台手术，护理人员24小

不间断全程看护......他们职责不同但心相同，

为的都是患者的平安，坚守的都是作为医者

的责任！

学术研讨会现场

学术研讨会现场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

做《心肌保护：一个目标多种方法》专题讲座

香港伊利沙白医院陈良贵做《非瓣膜性心房

颤动（ ）的左心耳封堵治疗》

加拿大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做

《在大规模迁移时心胸疾病患者的护理常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黄方炯做《冠

脉搭桥术中意外情况处理策略》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刘畅《做胸痛中

心建设》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孙公铎做

《绿叶对根的深情———七十八佬谈人生》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孙公铎与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院长连鸿凯亲切交谈

学术会议前周其文教授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

研究所 交谈

目前，心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第一疾病”和“无形杀

手”，我国每年有 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其中死于心肌

梗死的患者就有 100余万人。论坛上，参会人员同与会专

家共同倡导弘扬白求恩精神，交流心脏病治疗前沿技术。

与会专家围绕心脏外科的发展、主动脉根部的外科手术、

人工心脏辅助装置（ECMO）临床应用进展、急性主动脉

病变的处理、心肌保护、在大规模迁移时心胸疾病患者的

护理常规等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做专

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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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做《主动脉根部的外科手术》专题讲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侯晓彤做《人工

心脏辅助装置（ ）临床应用进展》专题讲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朱俊明

做《急性主动脉病变的处理专题讲座》

月 日，第三届“当代白求恩行

动”（郑州站）暨国际心脏疾病学术研讨

会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盛大开

幕。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研究员

孙公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

家维多利亚医院心胸外科首席专家

、心脏外科首席

体外循环灌流师 、重症护

理师 ，香港伊利沙白医

院陈良贵、郑州大学副校长谷振清、郑州

大学医管办主任、医科院副院长张玉安、

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

委书记付桂荣、副主任原学岭、郑州

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长连鸿

凯、党委书记丁凡、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安贞医院周其文教授团队

出席开幕式，省内医疗机构心

血管专业 余人参加会议。

例心脏外科手术，例介入手术，通力合作三天，
中心医院与“当代白求恩行动”专家组唱响永不落幕的白求恩精神

2016年5月11日下午三点，“当代白求恩行

动”专家组来到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与

医护人员简单的介绍交流后便开始针对这次筛

选出的手术患者病例进行讨论交流，从下飞机

到会诊，他们不曾休息片刻。当天病例讨论结束

已是晚上七点，专家组一行又来到病区与中心

医院医护人员一起，“询问、听诊、了解病人具体

情况、再次探讨……”他们不知疲倦的服务着即

将手术的患者们。

2016年5月12日—5月14日，三天的时间

“当代白求恩行动”专家组与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心脏外科、心血管内科共计完成

10例心脏外科手术，6例介入手术。此次手术患

者年纪最大的84岁，最小的仅有三岁。心脏外

科手术涵盖冠脉旁路移植术，心内膜垫缺损

修补术，二尖瓣置换术等。

面对患者，专家组们精湛的手术让中心

医院的医护人员深感钦佩，经专家组和中心

医院心外、心内科手术的患者，仅在ICU监护

一天就有四位顺利转入普通病房，其余几位

或是因为年长、或是因为手术难度高需在ICU

继续观察，但目前患者情况均稳定。

手术直播仍是活动中的亮点，整个手术

过程通过高清远程网络，同步传到论坛会议

现场，让与会代表观摩点评。

月 日晚，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院领导、相关科室医护人员与“当代

白求恩行动”专家组进行了座谈，与会代

表畅谈几天来的感受和收获，总结并探

讨下一步活动事宜。座谈会由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党委书记丁凡主持。

座谈会上，“当代白求恩行动”专家

组成员纷纷表示，非常感谢中心医院能

提供这样的平台，此次活动很充实，与中

心医院医护人员合作很愉快，中心医院

医护人员谦虚、认真、负责的工作的态度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代白求恩行动”发起人，加拿大

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孙公铎教授

在座谈会上表示，这是“当代白求恩行

动”第三次来到郑州，来到郑州大学附属

郑州中心医院，三年来看到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从医院管理，员工素质、

医护人员能力等方面进步非常明显，以

“三个新”来总结这本次“当代白求恩行

动”———进入新阶段，取得新成绩，面临

新的未来。孙公铎强调，中心医院医护人

员身上表现出来的进步，谦虚，自信，团

结的精神面貌值得骄傲！

中心医院院长连鸿凯在座谈会上

表示，“当代白求恩行动”让中心医院

医护人员得到了升华，不仅近距离的

感受到各位专家们医术的高超，更让

我们感受到了专家们国际人道主义精

神；不仅传播了白求恩精神，更重要的

体现了团队精神，这种精神形成了巨

大的合力和影响力，三天时间为 位

患者顺利进行手术，这是很了不起的。

同时，希望“当代白求恩行动”能继续、

连续、持续的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

心医院办下去，中心医院将全力支持

并提供平台，与”当代白求恩行动“专

家组一道造福更多患者。

中心医院党委书记丁凡在座谈会上

表示，三年来“当代白求恩行动”的全体

成员都怀揣着真心实意和极大的热情投

身到这个公益活动中，我们的积极努力，

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郑州市卫计委、郑州

大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肯定。也得到

了各大新闻媒体朋友们的配合。这次“当

代白求恩行动”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专

家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和传承着白

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精益求

精，人道主义”的伟大精神。下一步，中心

医院将不断总结，持续深化，让白求恩精

神在中原大地生根开花，更好的造福中

原百姓。

郑州大学副校长谷振清讲话

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任、党委书记付桂荣

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副主任原学岭致辞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院长连鸿凯致辞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党委书记丁凡主持开幕式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
研究员孙公铎致辞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特聘心脏外科首席专家周其文教授

专家组与中心医院心脏外科医生一起讨论病例

香港伊丽莎白医院陈良贵教授
与中心医院心血管内医师讨论病例

周其文教授为小患儿听诊

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心
胸外科首席专家 （右）、中心医
院心脏外科主任谢宜旭（左）共同为患者手术

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心胸外科首席专家 Dominique Shum-Tim （左）、心
脏外科首席体外循环灌流师 Eric Laliberte（右）与中
心医院工作人员（中）一起监测手术仪器

香港伊利沙白医院陈良贵教授要为患者进行
介入手术，在中心医院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穿上重
达 斤的防辐射服。

周其文教授（右一）、中心医院副院长李保林
（中）与工作人员一起讨论患者术中情况。

“当代白求恩行动”发起人，加拿大蒙特

利尔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孙公铎教授发言

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心胸外科首席专家 发言

心脏外科首席体外循环灌流师
发言

党委书记丁凡为专家组成员马楠送礼物，感谢
她在郑期间辛苦工作

周其文教授发言

院长连鸿凯在座谈会上发言 党委书记丁凡在座谈会上发言

院领导与“当代白求恩行动”专家组合影留念

专家组走之前最后一次到重症监护室查看术后

患者情况并与中心医院合影，医护人员用手机为大

家拍了“全家福”

中心医院副院长李保林从活动开始一直坚守

在重症监护室

重症护理师Melanie Fortin 认真观察、记录患者术后情况 重症护理师Melanie Fortin 与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

医护人员讨论患者术后护理方案

专家到病房为患者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