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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不言贫，勤不言苦。

廉政箴言，每月一句

回顾工作 总结经验 展望未来
——我院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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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省第十四
次 党代会 召开之年，也 是 全面推 进
“健康浙江”建设的关键之年。为更
好地贯彻省卫生计生委系统党的工作
会议精神，落实工作要求，院党委于4
月27日下午两点，在8号楼阶梯会议室
召开党员大会。党委副书记、院长严
静主持，全体党员、工青妇负责人、民
主党派负责人参会。

党委书记、副院长郑公寿作2016
年党委工作报告，从加强理论学习、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加强组织建设、强化精神文
明建设、加强群团统战工作等六个方
面对2016年度党委工作进行总结，同
时提出了2017年党建工作要点。郑书
记强调要把党建工作与医院中心工作
有机结合，做到四个“融合”：一是融
入医院中心工作，二是融入科室发展

建设，三是融入医改工作，四是融入
文明医院创建工作；要把党务工作做
细做实做强，变被动为主动，避免务
虚、坚持务实，为医院实现“十三五”
规划各项目标、推动医院又好又快发
展及省老年医疗中心的顺利运营提供
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

随后，为激励士气，鼓舞干劲，
会上隆重表彰了荣获2016年度“两
优一先”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及个人。
严 静 院长 宣读《中共 浙江 医院 委员
会关于表彰2016年度先进基层党组
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的通报》（浙医党〔2017〕6号）。此
次 大会共表彰内科第三党支部等先
进基层党组织4个，万晓青等优秀党
务工作者7位，唐礼江等优秀共产党
员63位。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举行党支部

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签订仪式。签订
仪式由郑公寿书记代表院党委与各在
职党支部书记签订，旨在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各位
支部书记的责任，切实加强医院党风
廉政和反腐纠风建设，推进医院党建
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希
望各党支部能够严格按照“责任书”
中的党建工作标准和考核要求来落实
支部工作，从政治高度来看待支部的
党务工作，把党务工作当做第一要务
去重视和落实，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此次党员大会既回顾和总结了上
一年度党建工作，也为今年医院的党
建工作明确了目标，布置了任务。全院
党员干部将以更饱满的精神面貌和工
作热情迎接党的十九大的召开。

                                  党办

4月1日，我院第十届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暨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在8号楼阶梯会议室隆重召开，省
卫生计生委卫生计生监察专员、工会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姚震涛出席会议，
医院党 政领导 在内的16 6 名正 式代
表、23名列席代表以及7名特邀代表
参加，会议由副院长曹永葆主持。

3月31日下午，正式会议之前，召
开第十届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暨 第八
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预备 会
议，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组成人员
名单、工会会员代表 大 会 换 届选 举
办法、换届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和
计票人名单、大会议程、日程安排以
及明确职工代表分组、（下转3版）

第十届工会委员会名单
郑公寿　许　瑛　王国良　万晓青　祝鑫海　俞志红　具　晟　陈新宇　任　敏　沈　炯　吴天凤　汤鸿鹰
叶　萌　潘善伟　谢尚闹

4月16日，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重
症医学分会在江苏泰州正式成立。在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的倡导和大力支持
下，由我院牵头，经过重症医学分会
筹委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中国老
年医学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历时一年完
成了组建筹备工作。4月16日，借第三
届中国老年医学与科技创新大会暨中
国老年健康与养老产业博览会在江苏
泰州召开的东风，举行了重症医学分
会的成立大会。重症医学分会成立大
会由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副秘书长唐俊
卿主持，分会委员的选举由副秘书长
秦小玲主持。

我院院长严静当选为中国老年医
学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首任会长。中国
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陈运奇为严静颁

发证书。我院科教部主任、ICU副主任
蔡国龙当选为总干事。

在成 立大会后的 重 症医学论坛
上，新当选 会长 严 静 教 授 作了题 为
《聚焦老年重症》的精彩报告，对老
年重症医学进行回顾与展望，指出老
年重症问题是社会发展必定要重点
关注的问题，重症医学分会任重而道
远。接下来，由北京协和医院隆云教
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周发
春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袁世荧教授、第四军医大
学西京医院张西京教 授 和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马晓春 教 授分别
作题为“感染性休克大循环与微循环
不一致：怎么办？”“重锤猛击的新理
解”“重症患者气道管理”“老年重

症患者抗生素应用：注意什么？”“中
国重症医学的信息化建设”的学术报
告，对老年重症领域的焦点问题进行
了精彩的阐述和分析，全体参会委员
积极回应，现场气氛热烈。

当日，严静教授主持召开了重症
医学分会第一次常委会。与会专家就
老年重症医学分会的定位、组织管理
及 发展 规 划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
讨，并就近期工作计划进行了协商和
部署。至此，重症医学分会成立大会
圆满闭幕。

相信在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的支持
下，经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重症医
学分会一定能有力推动中国老年重症
医学事业的发展！

重症医学科 颜默磊

4月16日下午，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监察专
员姚建红一行9人来我院调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工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马伟杭等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考察了我院安吉分院，参观
了医院重症监护室、智能中药房、门诊服务信息化
平台，实地了解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预约诊
疗、双向转诊、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

座谈会上，安吉分院院长蒋小杰、常务副院长
任敏作工作汇报。蒋小杰院长从医院发展概况、人
才建设、科研工作等方面，以及通过增加医疗财政
资金投入、取消药品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方
法，使医院的分级诊疗工作、医联体建设以及各项
改革推进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并对今后医院改革及
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及建议。常务副院长任敏就
“双下沉、两提升”工程，从通过医疗技术下沉，提
高医疗服务水平和救治能力；通过管理理念下沉，
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通过科研教学下沉，提
升科研能力和人才培养效能等方面作详细汇报。

调研组对我院公立医院改革尤其是分级诊疗
和“双下沉、两提升”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
肯定。姚建红副司长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双下
沉、两提升”工程。浙江省委、省政府“双下沉、两
提升”工程，通过引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加强县
域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整体提升了当地医疗服务水
平，提高了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合作办
医成效已初步显现。他提出，医改就是为了让更多
的国民受益，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
医疗卫生服务，要高度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及分级
诊疗”建设工作，要按照“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
慢分治、上下联动”的要求，积极发展医联体建设，
把卫生与健康事业提高到新水平，坚持永恒的追
求——“病人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

马伟杭副主任代表省卫生计生委感谢调研组
来浙检查指导医改和双下沉工作，并表示将全力以
赴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及分级诊疗”和“双下沉、
两提升”建设工作，实施“医疗、医保、医药、医助”
四医联动，健全医疗服务网络，稳步提高医疗服务
水平。进一步提高认识抓落实，坚持国家医改政策
和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让医改成为安吉的特色，让医改成为浙江的亮点。    

社会发展部主任、安吉分院常务副院长 任敏

民主管理促提升 建言献策谋发展
——第十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成立
我院院长严静当选首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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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医院综合诊疗水平，进一步满足广大群众
的医疗需求，经过数月筹备，由浙江省整形美容协会
会长赵启明主任领衔的浙江医院整形外科于今年4月
正式成立！4月11日上午，赵主任亲自主刀，顺利开展
了我院第一台整形手术——自体脂肪充填术，这台手
术寓意着我院在学科建设上又迈入了一个新里程。

整形外科设有专科门诊、病房、独立手术室、美
容室，可开展各类美容整形手术（眼、鼻、唇、耳、乳
房、形体等）、化学剥脱术、颌面部整形美容手术、
各类微创注射美容整形、难愈性创面治疗、器官再
造技术（耳、鼻、阴茎、乳房等），运用自体脂肪移植
结合自体血液浓缩制品PRP/PRF/CGF进行皮肤充
填、隆乳和创面修复等。欢迎有需要的朋友前来我
院咨询，整形外科将以贴心细致的服务、精准专业
的技术，满足您的美丽需求！

地址：浙江医院门诊大楼一楼（原重保门诊）
专家门诊时间：周二至周五全天
普通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

整形外科 舒晓艳

喜  讯

我院整形外科正式成立！

亲，你看得懂你的体检报告吗？
——预防保健科举办职工体检报告解读会

一年一度的职工体检工作在3月底暂告一个段落，截止
数据发布时，共1132名在职职工完成了体检。此次体检结果
显示我院职工体检异常结果主要呈以下分布：

针对这一情况，4月14日下午，预防保健科在8号楼阶梯
会议室举办了职工体检报告解读会，邀请专家解答职工普
遍关心的问题。

此次解读主要针对肿瘤标志物增高、甲状腺结节、超
重等三块内容。针对肿瘤标志物增高，医学检验科王强首先
作《肿瘤标志物和甲状腺功能数据解读》介绍，肿瘤内科主
任刘杏娥随后进一步为现场听众讲解；针对甲状腺结节，普
外科主任王国良讲解了《甲状腺结节的诊断和治疗》，超声
诊断科主任叶萌随后教大家“怎么看懂B超报告”；针对超
重和三高人群，浙大诺特营养中心营养师赵军为大家讲授了
《生活方式重塑与代谢综合征》。

当日现场，还为有减重需求的员工提供了减肥产品试
吃，免费人体脂肪成分分析测试。营养师对测试结果当场给
予专业的分析指导，并对有意向参加营养干预者提供了优
惠。本次解读会得到了医院多位专家的大力支持，这样有针
对性的保健知识培训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与认可。

            预防保健科 魏凌云

在时间的长河里，有许多文学作品
名噪一时旋即湮没无闻，而有的作品
却常读常新，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与
之对话，今天我们一起读一部经典之
作——《呼兰河传》，作者萧红。

萧 红，原名 张 廼 莹，是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女作家，被称为
“三十 年代文学 洛神”，作品风 格深
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影
响。她出生于地主家庭，为追求进步，
远走他乡，31岁就早早在香港殒命。
《呼兰河传》是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一
部作品。

《呼兰河传》以作者的童年回忆
为引线，主要从一个儿童主观、直接的
视角，逐步为读者展现了上世纪10年代
东北边陲小城呼兰河的风土人情以及
种种人事。著名文学家茅盾评价《呼兰
河传》时说，呼兰河的生活是刻板单调
的，是寂寞的。读了这本书，确实，我很
大的一个感受便是呼兰河这个闭塞的
小城充满愚昧麻木，处处是封建保守，
很多事情在今天看来简直可笑。例如给
人们带来无限烦恼的“大泥坑子”，有
许多小孩儿、小猪淹死在里边，人们每
天路过并因此胆战心惊，但荒唐的是
居然从没有一个人想把这个坑填起来，
这个坑反倒成了他们雨季时节一个必
不可少的话题；还有跳大神、放河灯、
娘娘庙会、野台子戏等等这些呼兰河
每年必备的节目，但其实大家并不真的
能从这些活动中能得到多少乐趣，而
只是习惯了每年都得有这些个项目，好
像哪一年少了一个就不算是一个正常
的年似的；还有那老胡家“总爱笑”的
小团圆媳妇，只是因为“太过大方”和
“长得高”，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
传下来的习惯”，没有邻居街坊心里眼
里那个害羞、顺应的媳妇样子，所以要
好好整治整治，到最后被活活折磨致
死；再看看那麻木不仁的有二伯、卑微
的冯歪嘴子、追求婚姻自由的王大姐，
这些平凡也平庸的小人物的结局，无一
不充满悲剧色彩。

《呼兰河传》可以说是一部针砭
时弊的小说，揭示了上世纪初我国农村
在封建统治下的社会弊病，特别是控

诉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思想、封建
习俗对人们的戕害，和加在人民身上无
法挣脱的精神枷锁——愚昧、落后。但
茅盾也曾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
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
谣”，对我来说，这也正是萧红用这本
书带给我的惊喜之处。抛开萧红想要
表达的封建思想之愚昧，《呼兰河传》
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语言表达
实在太有趣，太活泼，整本书字里行间
充满了生命力。我们仿佛能看见萧红忽
而用孩子的眼来看那个世界，忽而又用
大人的心来审视那个社会。这大人的
审视容易，那孩子的眼却如此珍贵。而
萧红又做到了真实、有趣之中又充满
着讽刺。例如“我”知道这个“总爱笑”
的小团圆媳妇是没病的，但所有人都说
她是有病的。我知道磨倌冯歪嘴子的
屋子里零下七八度，冷得和室外温度差
不多，我居然“越想越可笑，越想越高
兴”，高兴得到处跑，因为怎么会有人
家里的温度和室外温度差不多，简直
太可笑了。书中总是毫不留情却又美妙
地撕开封建的外衣，露出里面的愚昧。
萧红将一切都写得淡淡的，淡淡的悲
凉，淡淡的讽刺，就像是在看一件发生
在别人身上的事。

除了这些，书中也有孩子眼中这个

小城很多美好的东西，例如祖父和后
花园。祖父对萧红的爱使她对童年多
了一份美好的回忆。慈祥的祖父一天
都在后花园里边，“我”也一天都在后
花园里边，跟在祖 父的身后。在萧红
的笔下，后花园中永远是一幅纷繁热
闹的景象，“大红的外国柿子都红了，
茄子青的青、紫的紫，溜明湛亮，又肥
又胖，每一棵茄秧上结着三四个、四五
个。”而那金的蜻蜓绿的蚂蚱，嗡嗡地
飞着的蜂子、大红的蝴蝶，穿梭其间，
又给后花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后花园，不仅仅是一个热闹的世界，更
是一个自由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在这
里所有一切的事物好像活了一般。“花
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
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
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
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
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
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
上房。黄瓜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
个黄瓜。若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
不结，都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
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到天上去，也没
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
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
走了一个白蝴蝶。”后花园里，大自然
赋予了花、鸟、黄瓜、玉米、蝴蝶们自
由自在生长的权利，不受任何时间、空
间、人为的阻碍。这个后花园，可能是
萧红的天堂吧，她可能更愿意做里面
的一根黄瓜、一颗玉 米，就像我们也
更向往自由自在的伊甸园。

《呼兰河传》流传了七十多年，我
们小学课本里的《火烧云》便节选自
《呼兰河传》，它教孩子们感受大自然
的美，学习文中的写作艺术；中学生必
读书目里也有《呼兰河传》，同学们通
过读书认识那个年代的东北小城，了解
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而如今我在作
者创作时差不多的年纪上，再读起《呼
兰河传》，读起文章中她的童年故事，
想到我家乡的火烧云，合上书本那一瞬
间，我也怀念起童年那一去不复返的时
光了。

   党办 薛蕙质

那个病人是年初的时候入院的，伴着严冬凌冽的朔
风，和医院道旁交错在天空的梧桐树枝丫儿。

肿瘤科的病房在一楼，这是个三人间的病房，他的
病床挨着窗口。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正对着窗口发呆，脸
色蜡黄晦暗。黄疸，我了然。想必是我的目光太过直白，
他回过神，朝我挤出一丝笑容。

肿瘤科护士长已经认识我，我随口向她问起这病
人，她只说这个病人是外地来的，吃不下东西，人很瘦但
肚子越来越大，后来开始腹痛才来医院检查，查出来的
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家里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刚住
院的时候还隔三差五来看他，后来东拼西凑交了一笔医
疗费后，就再也没来过了。护士长摇摇头，说，真可惜，才
三十出头，但家里也难。话说到这里，我怎会不明白，病
人的家属大概是放弃他了。

每次去病房，他总对着窗外发呆，我知道他在等什
么，却也说不出安慰的话。他的主管医生也常来看他，问
他今天怎么样了，他总说好多了。可事实是连我这个初学
者都看得出他的病情在恶化，所以医生常常只能同我一
起沉默了。

我每次出去散步，朝那窗口望望，病人的目光总是
越过我，越过这满院的梧桐树，穿行到很远的地方。

最近，肿瘤科新来了个小护士，圆脸，扎个短短的马
尾，举手投足全是校园里阳光的朝气。小护士喜欢笑，做
什么事都充满干劲，像青葱的绿植，用力的生长着。

小护士是个话唠，常常来陪病人，不管他答不答都
自顾自说的很高兴，有时候，病人也会被逗笑，他喜欢这
个像小太阳一样温暖光明的小姑娘。小护士后来又兼帮
他送饭——病人的饭是科室里的医生护士轮流给买的，
他没有为此说过感恩戴德的话，但常常会怔怔地对着饭
盒，有时嚼着饭却又眼眶发红了，也许他想说谢谢，但又
怕自己说出来的字眼不能承受这份温暖和恩情吧。

一次我跟小护士聊天，她讲起在呼吸科时遇到一位
脑瘫患儿，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连吞咽功能都有障碍，父
母都是大学老师，16年来轮流日夜看护他，却始终不愿
意放弃他。我说这样的孩子不如让他走了，彼此都不痛
苦。小护士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再没希望，自己的孩子
只能自己守护了。听说那孩子几天前，又因为急性吸入性
肺炎住进了急诊室。

小护士讲得眼角泛红，认真地说，不是所有事情都
必须是怀着希望等待的，有时候，没有希望也得守着。她
突然不哭了，笑着说，我也守着，我盼着我的病人们都快
点好起来。

下半年的时候，肝癌病人的住院账户里早已欠费，
而病情却在加重，肿瘤科尽可能的提供一些减缓他痛苦
的治疗，但那也仅仅是维持生命而已。这时候，病人已经
很虚弱了，我隐隐感觉他眼睛里有话，可是已经讲不出
了。

小护士想要联系病人的家属，她去找护士长帮忙。
护士长想说什么，但又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抱了抱她。
小护士从护士长那里拿到了病人家属的电话，她每天都
打，可是电话的那头总是冰冷的机械女声。

病人病情恶化的很快，癌细胞扩散到了脑部，他开
始出现幻觉了。病危通知书是主管医生下的，已经有好几
张了，因为没有家属接收，就被整齐地叠放在病人床头
桌的抽屉里。病人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大多数时间都
是昏迷着，氧气罩上的白雾时隐时现。

那天小护士值夜班，进病房的时候，病人醒着。他对
小护士说，有点冷，又说，冬天还没过啊，夜还长着呢。

小护士觉得胸闷，憋着眼泪，说，马上白天就比夜里
长了，然后慌慌张张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抱着棉
被笑着进来了。

病人还是走了，在年末雨丝飘扬的冬夜里，心电图成
直线的时候，小护士，护士长，还有值班医生都守在他身
旁。我是第二天才知道这个消息，去找小护士的时候，她
正在忙，看起来疲惫而憔悴，护士长拍拍她的肩膀，在她
耳边低语了几句。实习转科后，我很少到那里去，只是偶
尔路过肿瘤科的时候，仍会朝那窗口望望。

我有点记不清病人的名字了，但也常常会想起曾经
遇到过这样一位病人，不知道他在这世界上是否还有亲
人，他们现在又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弥留之际是否孤独？
或许他已在这一方小小病房里找到了人间的温暖，在这
痛苦而绝望的一年里，依然有人真心地期盼着他能好起
来，默默地陪伴着他。

有人说医生护士面对死亡会麻木，可我知道他们只
是没有太多时间去伤心而已。看多了离别，更不愿多受
别离。

  健康管理和宣传中心 张虹女儿奚慧琳

排 名 存  在 问 题 百分比 检出人数

1 乳腺增生 44.26% 501

2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 43.29% 490

3 幽门螺旋杆菌抗体阳性 37.19% 421

4 痔疮 27.03% 306

5 甲状腺结节 24.82% 281

6 体重超重 20.23% 229

7 甘油三酯增高 19.61% 222

8 肿瘤标志物增高 13.78% 156

9 脂肪肝 12.54% 142

10 总胆固醇增高 12.28% 139

11 甲状腺肿物 11.04% 125

12 慢性咽炎 10.25% 116

【原创短篇小说】

守 望
排 名 存  在 问 题 百分比 检出人数

13 尿酸增高 8.83% 100

14 碱性磷酸酶降低 8.66% 98

15 甲状腺质地欠均 8.48% 96

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读后感

第十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名单
虞　萍　周娟华　陆晓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