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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 一 步加 强 干 部 考 核管
理，促进医院人才队伍建设,1月
26-27日，我院召开了为期一天半
的2017年度中层干部述职大会。
医院党政领导班子、全体中层干
部共200余人参加会议，并现场完
成中层干部年度考核的民主互评
及领导评分环节工作。

述职大会分为行政职能、临床
医技、护理单元三大组，共106名中
层干部进行现场述职汇报,汇报以
PPT演讲的形式，围绕各自重点工
作，对履职尽职情况进行汇报，充
分展示了各部门、各科室2017年度
的工作亮点，分析了存在问题和不
足，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严静院长在会上作点评发言。

他首先对中层干部为医院发展建
设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强
调干部述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

出干部述职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层
干部的发展意识、机遇意识和创
新意识，还搭建了各科室之间相互

交流、相互促进的平台。他要求要
不断强化目标责任制管理，促使广
大中层干部在新的一年里提高自

身素质和能力，提升管理水平。
郑公寿书记作总结发言。他

指出，2018年是医院实现“两院
区”时代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发展
的关键之年，医院将面临更多的
机遇和挑战，希望全院中层干部
要树立“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以
人才建设为重点、以新技术培育
为抓手”的管理理念，强化医疗质
量的同时不断优化流程，进一步
加强医院品牌和服务管理能力建
设，以提高医院内涵建设和核心
竞争力为目标，制定出科室2018
年的发展规划，为医院转型升级
和改革工作夯实基础、不断创新，
为医院的发展创佳绩、立新功。

人资部 祝睿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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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 

廉政箴言，每月一句

凝心聚力  求真务实  共谋发展  砥砺前行
——我院顺利召开2017年度中层干部述职大会

1月29日下午，院党委在8号
楼阶梯会议室组织召开2017年
度党支部目标管理考核会，22个
在职党支部接受考核，各支部书
记、支委参会。

本次考核成绩包括党务管理
评分、台账检查、现场汇报三个
部分。党务管理评分内容包括各
党支部的参会率、党建文章数、
宣传稿件完成情况、党费收缴情
况、有无受处分情况、有无违反行
风行规情况，由党办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打分。

台账检查由各支部选派的评
委分组进行，以《党支部工作记
事簿》为考评重点，围绕“三会一
课”落实情况及台账的规范性、
完整性等几项内容进行评分。

PPT现场汇报环节，22位支
部书记（或支委）分别从组织建
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党风廉
政和行风建设、创新特色工作五
个方面对2017年度的支部工作进
行总结分析。各支部能够有条不
紊地落实支部任务，并在完成规
定动作的基础上有创新工作，结
合本职业务开展极具特色的主题
党日活动，如内科第三党支部发
挥科研优势组织党员赴遂昌中医
院开展“科研帮扶我行动，红色
思想我传承”的主题党日活动，
不仅开展了一次爱党爱国教育，
更是实践科研资源下沉的一次
行动；医技第二党支部联合浙江
省人民医院医疗第十党支部召开
了“党建有力量 学科有方向”主
题交流会，除了交流党建工作，
对学科建设等也进行了深入交流，会上还提出
“重党建、强落实、严管理，持续促进学科发
展”的理念，很好诠释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相结合。

最终，经过三项考核总分相加，门诊第二
党支部以101.21分（总分110分）获得第一名，
考核结果将作为评选2017年度院级先进党支
部的重要依据之一。

此次目标管理考核会通过进一步细化打
分标准，使各支部更明确自己的短板、不足，不
仅是院党委对各支部工作的检验，也是支部自
我梳理、自我认识的过程，更是支部间相互学
习、交流的良好机会。2018年，院党委将带领
大家一起朝更科学、更规范的支部管理目标
迈进。

党办 薛蕙质

以检查促落实  以监督促管理
——我院启动第一次网格化监督管理专项检查

2月8日上午10：30，由特邀监察专员何
晓波同志担任总领队，4名纪委委员兼特邀
监察员分别带领4组特邀监察员，对8个网
格的8个科室开展了关于科室负责人有无传
达落实医院有关工作要求的集中检查，标
志着我院第一次网格化监督管理专项监察
检查正式启动。

本次集中检查是根据医院网格化监督
管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2月5日下发的《关
于开展网格化监督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
要求进行，主要目的是了解部分监察对象履
行管理职责的情况，选取了各科室主任、护
士长有无及时传达、落实医院关于重点监
控药品目录、收受“红包”回扣处理规定工
作要求这两项作为监察内容。整个检查工
作为期5天。

为了尽量不影响医疗业务正常工作，2
月8日的第一批集中检查特地安排在上午工
作高峰时段后进行。各位监察员佩戴特邀
监察员证，按照分工表到对应科室实地检
查。检查组对照检查内容、检查方法，通过
查阅科务会记录、直接提问科主任和护士
长、随机提问科室人员等途径，对这8个科
室的科室主任或护士长传达、落实对这两
项工作的主要内容和要求的情况进行了摸
底，同时填写《网格化监督管理专项检查
记录表》并签名。

集中检查结束后，检查组人员马上召
开了碰头会，会上各检查组对检查的总体
情况和发现的问题一一做了汇报。何晓波
同志做了总结，他指出，这样的检查是第一
次，也是一次尝试和探索，大家把发现的问
题和碰到的困难如实反映，主要是为后续
其他检查组开展检查提供支持。同时，这次
检查是各位监察员真正履行岗位职责、实
施监督权力的一次体现，也是对网格化监
督工作的一次宣传，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
一定能把试点工作做实、做好。

根据驻委纪检监察组部署和要求，我
院精心组织安排了这次的专项检查。由一
级网格的特邀监察专员总负责，分内科网

格组、外科网格组、门诊医技网格组和行政
网格组等4个大组进行，4名纪委委员兼特
邀监察员担任大组长，各组的二级网格特
邀监察员进行网格间的交叉检查。检查结
束后将形成检查情况报告，检查结果也将
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这次检查也为医院
进一步认真落实和完成委党组巡视整改有
关工作要求提供基础信息。

在此之前，按照医院布置，各特邀监
察员在本网格内开展了警示教育学习，结合
《微腐败警示录》，选择跟日常业务工作相
关或相近的案例，通过科务会、晨会、业务
学习或专题会组织进行领学。22个网格共
组织开展警示教育学习36次，参加学习人
员434人。部分网格还建立了监察对象微信
群，及时将一些工作要求、监督内容在群里
通知、公布，起到提醒作用。

接下来，我院将继续探索、实践和完
善开展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举措，
尽量发挥监察员队伍的力量和作用，营造
公开、正确监督和主动接受监督的良好氛
围，以实现爱护同志不违纪、保护同事不犯
错的最终目的。
网格化监督管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陆晓芬

2月2日下午，浙江省康复医学会自然
环境与康养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杭州
举行。该专业委员会由我院牵头筹建成
立。浙江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
祥明教授主持会议。 

会上通过了45名浙江省康复医学会
自然环境与康养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我
院副院长曹永葆、黄勍栋，浙江省老年医
学研究所及浙江省老年医学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王国付、主任助理毛根祥，健康管
理与宣传中心主任张伟娟成为专业委员

会委员。
经专业委员会委员民主推选，我院

黄勍栋、王国付、毛根祥等15名同志成为
专业委员会首届常务委员，黄勍栋为主任
委员，王国付等4名委员为副主任委员。
同时，聘请曹永葆和蓝晓光两位委员为
专业委员会顾问、王国付为专业委员会
秘书。

黄勍栋在会上发言，他简要介绍了
专业委员会成立的背景、我院老研所团
队近年来开展森林康养项目研究所取得

的成果以及专业委员会成立后的初步打
算。他指出，专业委员会今后将在浙江省
康复医学会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作，如为奇
偶元的森林医学研究（国自然项目等），
与中国林学会国际合作专业委员会合作
开展森林康养基地的医学实证研究，与
北京市林业局洽谈合作开展森林康养师
培训，制定以省、国家的行业标准为目标
的《森林疗养基地医学评价标准》，为森
林康养基地的设计与规划提供咨询服务，
每年组织森林康养学术会议等。他表示，
专业委员会将在上级学会领导下，团结一
心、规范程序，全面抓好学术建设，促进
科研工作的发展。

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所
浙江省老年医学重点实验室 

王国付

浙江省康复医学会自然环境与康养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杭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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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院感谢您！2017年，22名员工光荣退休

1月29日上午，我院学术报告
厅鲜 花锦簇、暖意融融，人资部
组织 为2017年退休的22名员工
举 行欢 送会，院长严静、党委书
记郑公寿、副院长黄勍栋出席欢
送会，为到场的退休职工颁发退
休证，并献上鲜花及诚挚的感谢
和祝福。

抚今追昔，与会的退休职工
共同回忆几十年来在医院的点点

滴滴，如数家珍，感慨万千。那些
年，他们正恰少年意气风发，乘着
浙江医院这条大船扬帆起航，共
同搏击风浪，收获满满。他们把一
生中最好的三、四十年青春留给了
医院，微笑着踏上了新的一段人
生路程。我们不会忘却他们，也不
该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浙医历
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一页上记
载了他们每个人的追求和奋斗，记

载了浙医人的精神传承，也记载了
医院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只有记
住他们，我们的历史才算完整！

如今，他们落帆泊港，带着往
昔的自信，带着对医院未来的美
好祝 愿，开启新的人 生。让我们
共同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对医院
的无私奉献！让我们祝福他们，
愿他们都能健康安享晚年！

编辑部 朱小芳

2017年退休员工名单

编号 姓名 入院年份 所在科室

1 胡亦达 1975 膳食科

2 孙家鹏 1976 后勤管理中心

3 房　房 1976 急诊科

4 徐宏来 1977 监察室

5 黄建国 1977 膳食科

6 张姬朴 1979 财务部（住院处）

7 吴忆南 1980 急诊科

8 刘　芳 1980 干部保健科（宝石苑医务室）

9 方莉萍 1980 消毒供应室

10 朱文美 1981 医保办

11 黄　敏 1981 康复治疗中心（理疗科）

12 钦黎英 1981 门诊部

13 吴亚军 1981 健康管理与宣传中心

14 杜素娟 1981 手术室

15 于彩华 1981 门诊部

16 余爱萍 1981 信息中心

17 王　虹 1982 肾内科

18 徐丽萍 1982 门诊部 

19 崔　波 1987 健康管理与宣传中心

20 郭力刚 1987 门诊部

21 陈亚定 1987 检验诊断科

22 孙百鸣 1988 泌尿外科

【
赠
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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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肖形印》
中-美糖尿病中心住院患者

吕志扬篆刻

《生肖年印》
离休老干部 于波篆刻

1月28日，我同往常一样上班。那天我
负责一位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术后的病人。
49岁的他正值当年，如果没有这场病，他
本应继续在外务工，操持家里。然而突发
脑出血让他与他的家庭正常运转的轨迹戛
然而止，一个家庭的主心骨就这么突然倒
下了。他上有70老母在家不知所然，下有20
出头女儿正就读大学，我们都能想象突来
的变故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多少茫然无措。
家属探视时间，妻子在病床旁默默地凝视
着，凝视着他的脸庞，他那被约束带束缚
着的身躯，也凝视着一根根不协调令人生
畏的救命管路。女儿轻轻地触碰他的手
背，想要他感觉到，却又怕这微弱的刺激
会再次造成他全身的抽搐。病床上的他，
床尾边的家人，一步的距离，很近，可是清
醒过来的时间却是无法预知的漫长。

生命，如此可贵，本应被人敬畏，却一
而再地被忽视。

所以，敬爱的朋友们，请不要忽视高
血压。它和高血脂、糖尿病一样，虽然平
时不痛不痒，可当身体出现明显问题时，
它其实早已经给你发出过警告。平时的忽
视，一味的无知，最终的结局走向可以让
自己和家人到达崩溃的边沿。也请不要以
为自己还年轻。年轻有什么资本？精力过
剩？可以放肆熬夜？可以胡吃海喝？你可
知道，20余岁的大学生运动后也会猝死，
什么原因？心肌 梗 死。3 0多岁的创业公
司老板胸痛失去意识，什么原因？心肌梗
死。20余岁的理发师连续几日熬夜游戏，
突发心肌梗死，凌晨进医院陪伴在旁的是

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有太多
这样的新闻报道，本以为只
有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才可
能会得的病，却在年轻人中
蔓延开，一个个鲜活的例子
摆在我们眼前，也为我们敲
响了健康的警钟。

随 着 生 活 水平 的 不 断
提高，电子信息化的不断优
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低头
族、熬夜党，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已一脚迈入老年病的行
列中。老年病的年轻化，已
经不需要大数据的支持就能
为大家所见了，它已然成为
了一种趋势。

朋友们，健康无价啊！
不 要总 是 抱 着 侥 幸 的心理
去看待身边的事物。身体机
能像机器运作一般，它不适
合进行非保修期的消耗性伤害性事件。
年轻的资本是要自己赋予自己的，合理饮
食、合理运动、健康的生活习惯、良好的
情绪管理，才是年轻常态。

心内科 鲍许斐

狗是人类患难与共的朋友，被认为
是通人性的动物，它对人类特别忠诚，因
而具有忠贞不渝的意义。“牧羊犬三千里
寻主”“义犬救主”等例子很好地说明了
这一点。

【狗与中国传统民俗】

我国民间农历正月初二为“狗日”
（正月初一日为鸡日，初二日为狗日，初
三日为猪日，初四日为羊日，初五日为牛
日，初六日为马日，初七日为人日），而
六月初六则为“狗生日”。据《浙江风俗
简志·金华篇》（浙江省金华市文化馆, 
1984版）记载：“江山（县）传说此日为
狗生日，开化以饭团喂狗，然后再抱狗入
水洗澡”，以免狗生病传染于人。

在江浙某些山区，流行“蹲狗窝”的
习俗，即当婴儿出生日，家人给其穿上衣
服，然后抱到狗窝里躺一会儿，再抱走，
意思是希望婴儿不致太娇嫩，要象小狗
一样活蹦活跳，容易成活，快快长大。因
此，在汉族地区有的家长常给小孩取“狗
儿”的名字，或冬天戴 用绒布制的“狗
帽”，以“贱”离“贵”。

总的来说，古人把狗视为吉利的动
物，还会用它来预测祸福，比如“狗上房”
是暗示盗贼将至。狗喜欢吠叫，但其吠必
有原因，因而古人以狗吠的时辰来取象吉
凶的征兆。如子时狗吠，主妇必吵；丑时
狗吠，心烦不眠；寅时狗吠，财神临门；卯
时狗吠，前程似锦；巳时狗吠，亲人要来；
午时狗吠，有人请客；未时狗吠，妻有外
心，必遇小人；申时狗吠，小孩有祸；酉时
狗吠，加官晋禄；戌时狗吠，提防生是非；
亥时狗吠，当心吃官司。

狗是人们的好伙伴，但“天狗”却是
人们畏惧的凶神恶煞。婚礼之前算命先生

选择吉日良辰，选定之后必然在一张红纸
上面写清婚礼详细略以及避忌事宜。其中
重要一项就是不要冲犯了“天狗”。民间
相传“月蚀”就是“天狗”吞食月亮造成
的。所以在月蚀时，人们要敲响器救月，据
说敲响器的声音大作，就会吓得“天狗”
把月亮吐出来。古时候敲响器救月亮，并
不是少数“无知愚民”才这样做，就是宫
廷中司天的小吏们，也要敲铜器救月，直
到月儿复原为止。

【英文俚语中的DOG释义】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月22日盘点了英
语中10个和狗有关的俚语，并和汉语作了
相应比较，由此显现了中英文化差异。这里
摘录三个较为有趣的俚语词供大家品鉴。

1.Top dog
“顶头的狗”，指单位里有权有势

的老板，或者利用颜值、魅力等主宰朋
友圈的人。也能指代在比赛中最受欢迎
或希望获胜的人，而且也是失败者的反
面人物。英国BBC曾有文章用“Ten Top 
Dog”用来形容十名中国工人在国际工人
技能竞赛中的优异表现，却在文章翻译
的过程中造成了较大的误会。

2.Work like a dog
“像狗一样工作”，形容很勤奋、努

力。中文网络中也流行说“忙成狗”“累成
狗”，但二者并不相同。因为狗并没有人们
想像的那么忙、那么累，它更多的是表现出
一种认真尽责与勤勉奋进的精神。在新狗
年里，学会巧干可比埋头苦干更重要。

3.Every dog has his day
“每条狗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天”，

类似于汉语里的“时来运转”。意指人人
都有机会，只要耐心等，努力拼，都有出人
头地的时候。这一个农历狗年正好时值改
革开放40周年，这句俚语用在今年刚好能
一语双关。

关于狗的种种象征意义及其传说，
既有自然因素在里面，又有人为的神秘成
分在其中，我们应对此持正确的态度，透
过神秘的外表，把握住人们对狗的看法和
心理倾向，在新的一年里锐意进取，度过
一个有意义的狗年。

监察室 林李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