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州市中心医院感染内科

争创市级“巾帼文明岗”台账
二零二一年度



仁爱  和谐  求实  创新



   湖州市中心医院感染内科省市共建重
点学科；省感染性疾病医学研究中心核心
单位，长三角艾滋病诊疗创新联盟单位；
拥有院士工作站；2020年成为中国真菌病
监测网检测单位；建立了湖州市结核病质
控中心；2021年成为长三角脂肪肝临床研
究中心网络成员单位；是湖州市及周边地
区普通传染病、肝病的诊疗中心；全市应
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诊疗中心。现有岗
员48人，女性职工80%，中共党员35%，高
级职称20%。先后被授予湖州市抗击新冠
肺炎先进集体、湖州市五一巾帼标兵岗、
湖州市三八红旗集体。依托母体单位湖州
市中心医院多年积淀的文明传统和文化底
蕴，传承和发扬文化内涵与精髓，创建市
级“巾帼文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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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创建理念

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
综合性医院。担负着湖州及周边地区300多万人口的医疗、
保健工作。

是湖州地区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国家级全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拥有国
际先进的模拟人教学。是浙江省卫生健康实用新技术
和适宜技术培育推广中心。

母体创建荣誉

个体荣誉
省市共建重点学科，李兰娟院士工作站，是湖州市及
周边地区普通传染病、肝病的诊疗中心；全市结核病
诊疗中心；全市艾滋病诊疗中心；全市应对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诊疗中心。

依托单位多年积淀的文明传统和文化底蕴，传承和发扬 
感染内科“共享健康”文化内涵与精髓，创建市级“巾帼
文明岗”。



湖州市中心医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医务人员为主题，
以社会公益为导向，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持续
改进管理和服务，追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服务，努力建
设现代化医院。致力成为长三角地区有影响力的高品质医
学中心。

感染内科的“巾帼岗”创建工作，紧紧围绕着医院宗旨及
五种精神展开，以民为镜，把女性独有的柔美坚韧与精神
文明相结合，从服务观念出发，从而让这个以新时代女性
为主体的团队焕发出更加动人的风采，为新时期的“巾帼”
形象做出生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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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疆
的奉献精神

不忘初心的
敬业精神

稳中求进
的进取精神

面对面、
零距离的
惠民精神

 志士仁人  
的服务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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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位职称 政治面貌 备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位职称 政治面貌 备注

1 王伟洪 男 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 学科带头人 25 江雅丽 女 护师 群众  
2 童照威 男 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 科主任 26 陆虹 女 主管护师 中共党员  
3 钟剑锋 男 副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  27 王洪莲 女 主管护师 群众  
4 宋群 女 主任医师 群众  28 吴月萍 女 护师 群众  
5 张宪山 男 主任医师 群众  29 潘凌艳 女 护师 群众  
6 李晓峰 女 副主任医师 党员  30 陆凤 女 主管护师 中共党员  
7 邱佳 男 主治医师 群众  31 韦一帆 女 护师 群众  
8 沈斌 男 主治医师 中共预备党员  32 熊海燕 女 护师 群众  
9 曾庆球 男 住院医师 中共党员  33 施琳琳 女 护师 群众  
10 钦圣兰 女 住院医师 群众  34 汪晨 女 护师 群众  
11 陈海艳 女 主治医师 中共党员  35 童莲俐 女 主管护师 群众  
12 徐美灵 女 主治医师 群众  36 陆芳 女 主管护师 群众  
13 高群 女 主治医师 群众  37 吴晓美 女 主管护师 中共党员  
14 张玲艳 女 住院医师 群众  38 范名琴 女 护师 群众  
15 惠亚丹 女 住院医师 群众  39 王佳雯 女 主管护师 群众  
16 张威 男 住院医师 群众  40 刘思思 女 护师 群众  
17 王其 男 主治医师 群众  41 唐晶晶 女 护师 群众  
18 童陆媛 女 主治医师 中共党员  42 姚佳莉 女 护师 群众  
19 童涌 男 主治医师 中共党员  43 廖莹 女 护师 群众  
20 沈宇娟 女 主治医师 中共党员  44 李元 女 护士 群众  
21 张艳 女 副主任护师 中共党员 岗长/护士长 45 吴宇艳 女 护师 群众  
22 许小燕 女 副主任护师 中共党员 护士长 46 吴芸 女 护师 群众  
23 朱琴华 女 主管护师 群众  47 来琪 女 护师 群众  
24 徐海滨 女 主管护师 群众  48 顾淑婷 女 护士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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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岗村结对，发挥我岗专业特长，更好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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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长积极组织党员及群众开展政治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温

入党誓词，引导岗员立足岗位，创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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