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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甲等医院

春潮澎湃处 奋楫正当时

———2020

年新年献词

时序更替，子鼠启新。当时间的齿轮

转动到 2020年，历史悄然翻开新篇。

时光引领发展的脚步， 光阴镌刻奋

斗的足迹。过去的一年，伴随着伟大祖国

的繁荣发展， 在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征

程上，我们用汗水书写壮志豪情，以实干

献礼新中国 70华诞、医院 35 周年纪念。

时间的年轮上， 写满了二医人的奉献与

坚守，勇气与担当，同时，也印刻着老百

姓的信任与支持，理解与尊重。

回眸刚刚过去的 2019，这一年的精

彩，属于每一个不忘初心的奋斗者。

这一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心潮

澎湃的“高光时刻”：以高分通过全国老年

医院评审， 成为浙江省首个老年友善医

院；通过层层考核，老年医学科成为全国

仅三家的首批“老年营养示范病房”，树立

了行业标杆；携手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签署

合作协议，形成战略联盟；成立“赵靖平名

医工作室”，擦亮医疗服务品牌；成为国家

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联盟单

位，接轨前沿医学；成立中国老年学和老

年医学学会老年病学分会消化病专家委

员会丽水工作站， 填补区域医学空白；斩

获浙江省首届精卫系统篮球赛桂冠，实现

文化建设“大灌篮”；创作《益心之歌》，优

美的旋律流淌在每个二医人的心间……

这一年，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医院

的好故事、好声音、好形象，越传越远，也

越发响亮。这些成果，是二医人凝心聚力、

挥洒汗水拼搏出来的。

2019 年，是恒守初心的一年。 医院

党总支升格为党委， 以党建统领医院发

展全局， 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

责制，探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修订和完

善医院章程及核心制度，高质量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浙西南

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以实际行动守

初心、担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惠及于民；

积极创建清廉医院， 持续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2019 年，是精耕细作的一年。 我们

继续遵循“脑科老年科为主、多科协调发

展”的办院理念，以“二院之干”践行“丽

水之干”， 推进医院各项事业发展：2019

年，医院门诊病人同比增长 32.9%，出院

病人同比增长 10.18%， 床位使用率达

107.2%，药品比例持续下降；我们以专科

专病为突破口，扩大改建胃肠内镜中心，

开设儿童康复科，业务建设再上新台阶；

引进丽水市第一台最新款德国西门子

1.5T� 48 通道磁共振（Magnetom� Aera�

XJ）、虚拟现实心理健康训练系统（VR）、

电子胃肠镜系统（奥林巴斯 CV-290）全

面助力临床诊疗；加快“最多跑一次”信

息化建设，打造“智慧医院”；完成连廊工

程建设，改善医疗服务体验。

2019 年，是厚积薄发的一年。 我们

不断向下沉淀，与雅溪、西溪、泄川卫生院

签约医联体， 每月下派专家随“巡回诊疗

车”进村入户送医送药；与龙泉市人民医院

建立医疗合作关系，通过基层坐诊、学科合

作、学术交流等方式，切实帮扶基层医院；

遂昌院区新增开设第三个病区， 残联院区

建设立项批复，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到基层的同时，区域影响力与日俱增。

2019 年，是千帆竞发的一年。 我们成

功申报 4个省部级科技项目， 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实现零的突破；医院老年医学科、

精神医学科、 康复医学科成为市级新一轮

重点学科和市级重点建设学科； 充分借力

借智引进专家资源， 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与上海交大合作开展“全市百岁老

人健康管理与研究”项目；成功承办浙江省

神经科学学会第七届年会、 浙江省精神专

科医院管理年会等大型学术交流会， 并以

35 周年院庆为契机，举行脑科学、神经影

像学、精神医学、老年医学、康复医学等系

列学术论坛。 这一年，学术交流百花齐放，

我们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2019年，是温暖人心的一年。“最美患者

（家属）”评选活动进行到第四届，越来越多的

医患故事见诸媒体，仁孝礼义信等厚植于心

的内在品质，散发出传统文化的光芒。“心理

护航进校园”、“敬老爱老”、“益心”助力“最多

跑一次”、“康复来敲门” 等多项志愿服务活

动齐头并进，每月 18日的“益心”为老服务

日，更是将敬老爱老服务活动巩固下来，形成

长效机制。2019年医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45

次， 参与服务 314 人次， 志愿服务时间达

2318小时，全年开展健康教育讲座 77场，覆

盖 9000余人，发放资料近 2万份。 一长串数

字的背后，是医务人员用行动传递的温度。

星辰大海，征途如虹！ 过去的 365 天，

每一个日日夜夜， 我们肩负对生命的使命

与担当，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和年华，守候百

姓的身心健康。 惜别 2019，2020 年的帷幕

正徐徐拉开。新的一年，我们的步伐更加坚

定，足音愈发铿锵。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2020年是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更是我院迎接等级医院复评的关键之年。在

市委市政府、 市卫生健康委的坚强领导下，

我们将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公立医院党委领

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主题

教育成果，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不

负韶华，奋发作为，进一步精细医疗管理，畅

通就医流程，优化就医体验，提升医疗技术，

夯实作风建设， 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看得见、

摸得着、有温度的就医“获得感”。

瑞鼠兆丰年，春来万象新。 新的一年，

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祝愿

二院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祝愿大家鼠年

大吉、幸福安康！

党委书记

、

院长

：

吴绍长

医者风范 清廉为先

———

我院召开清廉医院建设工作推进会

为贯彻落实丽水市清廉医院建设工作推进会会

议精神，2019年 12月 12日，我院召开清廉医院建设

工作推进会。院党委书记、院长吴绍长，院领导，全体

中层干部及网格监督员共计 80余人参加会议。党委

副书记、副院长梁涌主持会议。

吴绍长书记结合医院实际对“清廉医院”工作

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动员部署， 要求全院党员干部

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 研究每一项行动的具

体方案，采取更加扎实有效的措施，发扬钉钉子精

神， 努力开创我院清廉医院建设的新局面。 他强

调，清廉医院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全院干部

职工时刻绷紧清廉之弦， 以敬畏之心对待职务权

力和职业权力这把“双刃剑”，不能抱着侥幸心理

和敷衍思想，要将“清廉”二字内化于心，外化于

形。

一是充分认识反腐败工作的严峻形势， 统一

行动与思想。卫健系统的腐败串案，不仅使个人身

败名裂，家庭支离破碎，也是组织和卫生事业的损

失。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已刻不

容缓。 我们一定要对当前形势有正确的分析和判

断，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纪委和卫健委党

委对当前清廉医院建设工作的部署上来， 进一步

提高对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工作重要性和紧

迫性认识。

二是加强监督，红色领航，将“廉洁行医十大专

项行动”融入医院建设。 医院将加大问责督导力度，

重点看贯彻落实是否及时，工作措施是否有力，工作

效果是否明显， 党员群众是否满意等， 坚决不走过

场、不出偏差。 在推进十大专项行动中不研究、不部

署、不落实的，将严肃追任，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

必严的强烈信号。 通过开展“廉洁行医十大专项行

动”，使医院执行纪律规矩更加自觉，医院管理制度

更加健全，党内正气更加纯净，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

更加增强，清廉文化品牌更加深入人心。

三是担当作为，扎实推进清廉医院建设。以更高

站位压实责任，提高清廉医院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要

把制度和规矩立起来，强化监督，让尊章办事成为自

觉行为，将廉政风险责任落实到科室每一个人。以更

实举措扎实推进， 按照卫健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清廉

医院工作提出指导意见抓落实，以红色引领“十大专

项运动”为载体，持续深入推进清廉医院建设。 以更

大担当奋发作为，清廉医院是一项长期工作，医院每

个人都肩负抓好清廉医院建设的责任。狠抓落实，全

面营造清廉医院建设的浓厚氛围， 努力打造党风清

正、院风清朗、医风清新的清廉医院。

梁涌副书记传达了“丽水清廉医院建设工作推

进会”精神，组织学习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开展以“认清形势 ，以案为鉴”为主题的廉政

警示教育；部署了我院药械代表接待管理制度。

会上，临床医务人员代表、病区主任金国林郑重

承诺将严格自律、文明行医、拒收贿赂、合理检查、合

理用药、合理治疗，坚决纠正医疗行业不正之风，切

实树立医务人员良好社会形象。行政后勤科室代表、

信息科科长周凌伟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守医院“统方”

管理规定，拒绝收取生产、销售企业或代理推销人员

任何不正当利益， 不参与任何企业资助的参观、考

察、宴请等活动。

“清廉医院”建设是医疗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

障，是全面深化医改的重要举措，是保障人民群众健

康权益的迫切需要。 做好“清廉医院”建设工作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我院将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坚定

信心，积极作为，狠抓落实，勇于担当，为做好丽水人

民满意的医疗事业而不断努力。

（

纪检监察室 华彩霞

）

勇担使命秉初心 奋蹄扬鞭再出发

———我院召开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1 月 14 日下午，我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党委书记、院长吴绍

长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第十巡回指导组组长

南林玲出席会议并讲话。 院领导班子成员、巡

回指导组组员黄庆亮、全体党员、民主党派及团

委委员、退休支部代表参加。

南林玲指出，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丽水市二院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要求，高起点

谋划、高标准要求、高质量推进，真学、真查、真

改、真干，取得明显成效。 她在充分肯定医院主

题教育中取得的成果后强调， 市二院全体党员

干部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终身课题，

要注重抓常抓长，不断巩固升华，让守初心担使

命成为自觉终身践行。同时，要用初心照亮逐梦

征程，以使命召唤行动担当，切实将主题教育激

发的政治热情， 转化为奋力开创医院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的强劲动力， 把主题教育的成效转化

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以主题教育成果推动

各项工作实现今年的“全年红”，明年的“开门

红”。

吴绍长书记代表医院党委总结了医院主题

教育取得的重要成果和启示。他指出，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 医院切实把开展好主题教育作为重

中之重的一项政治任务，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

的统一部署要求，紧扣“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总要求，结合医院实际，坚持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

施一体推进， 在学习贯彻新思想上取得了新收

获，在服务群众上赢得了新口碑，在问题整改落

实上取得了新实效。

吴书记强调，践行初心使命，我们永远在路

上。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

设的长久制度和终身课题，持续深化理论学习，

坚持抓好问题整改， 着力推进调研成果转化，及

时总结好做法好经验， 巩固和扩大主题教育成

果，奋力开创医院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他希望全

体党员干部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把主

题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继续对标主题

教育“12 字”总要求和五方面目标，敬终如始、善

作善成，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将主题教育成

果充分运用到医院实际工作中，推动广大党员干

部勇担使命秉初心，奋蹄扬鞭再出发。

（

党政综合办 曾静钰

）

2019年度十大新闻

1.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 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 医院党总支升格为党委，“四型”党

组织建设不断推进。

2.成功创建老年友善医院。 以高分

通过“全国老年友善医院”评审，成为浙

江省首家“老年友善医院”；老年医学科

被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评为全国首批“老

年营养示范病房”。

3.融入长三角，合作谋共赢。 承办

“长三角一体化人才与医疗健康发展论

坛———脑科学分论坛”，启动“贺林院士

新医学合作示范基地”签约项目，成为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协作医院和国家精神

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湘雅二院）

联盟单位，成立“赵靖平名医工作室”，有

力促进医院学科建设、 科研诊疗水平及

服务能力的提升。

4.喜迎医院建院 35周年庆典。 成功

举办建院 35周年庆典及医院 35 年成就

展， 成立丽水市心理危机研究及干预中

心， 表彰医院“卓越贡献奖”“敬业奉献

奖”“创新发展奖”获得者，极大提高了职

工对单位的认同感和爱院热情。

5.学科建设、科研工作再攀高峰。 老

年医学科、精神医学科、康复医学科成为

丽水市新一轮重点学科和重点建设学

科；获省部级科研项目 4项，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取得零的突破。

6.信息化建设取得新突破。以电子病历

系统 5级和医院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测评四

级甲等为主要目标的“智慧医院”建设正式

启动。 以信息创新为抓手，落实“最多跑一

次”改革，医院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

7.“益心”文化建设呈现新亮点。 医院

“益心”篮球队在“首届浙江省精卫系统篮

球赛”上勇夺冠军，在市直单位篮球比赛中

取得第四名，是市卫生健康系统在近 10 多

年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实现文化建设

的“大灌篮”，极大提高了医院职工的自豪

感和奋斗激情。

8.寻“利器”，强硬件，谋发展。“欲善其

事，必利其器”，引进西门子 1.5T� 磁共振

“Magnetom� Aera� XJ” 和基因检测等技术

全面服务于临床， 为医院的临床诊疗和教

学科研工作提供更高更好的平台。

9.成立老年消化医学中心，填补区域

医学空白。 全国老年消化病专家委员会

2019 学术年会暨丽水市老年消化疾病诊

治论坛在我院举行，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

学学会老年病学分会消化病专家委员会丽

水工作站正式成立。

10.“益心”系列学术论坛影响力不断扩

大。 成功承办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第七届

年会、浙江省精神专科医院管理年会、金丽

衢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学术年会等大型

学术交流会；以 35 周年院庆为契机，举行

“益心”脑科学、神经影像学、精神医学、老

年医学、康复医学等系列学术论坛。

我院“脊柱侧弯康复门诊”开诊

假期免费为儿童青少年进行脊柱侧弯体格筛查！

1 月 19 日，我院“脊柱侧弯康复门诊”正式开诊，开诊当天，

医务人员共免费筛查了 3� 5 个孩子， 他们年龄集中在 10—16

岁。 其中，5 个孩子被确诊患有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弯，还有许多

孩子被诊断患有高低肩、上交叉综合征等。

“万万没想到，孩子的脊柱侧弯竟然这么严重，真后悔没有

早点发现啊！ ”12岁女孩小叶被诊断患有中度脊柱侧弯，胸段侧

弯超过 30°。 据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吴小山介绍，现在小叶需要

积极配合治疗，若是脊柱侧弯幅度不断增大，那以后就需要手术

治疗了。

一想到女儿的脊柱要被钉上一颗颗矫正钢钉，再旋转矫正，

小叶的妈妈不禁后怕。“平常孩子走路、看书时，我们都没发现有

什么不对的地方。 看到二院推送的微信后，我们开始留意孩子，

在她洗澡时，才发现她弯腰时后背两边不对称，今天一早就赶紧

带来看了。 ”

经过脊柱侧弯康复团队分析、讨论，他们为小叶制定了详细

的康复治疗方案。

近年来，儿童脊柱侧弯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调研发现，

高达 8%的孩子都发现了脊柱健康问题。

脊柱侧弯不只影响孩子体态、引起疼痛、影响生长发育和心

肺功能，甚至还会造成下肢神经功能障碍、影响行走，对身心健

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者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脊柱问题已成为继近视眼、 心理健康之后的青少年儿童第

三大“成长杀手”。

吴小山主任指出，儿童青少年久坐不动，站姿坐姿和看书书

写姿势不规范，书包过重等都会影响孩子的脊柱发育。而绝大多

数家长没有预防意识，也是孩子脊柱问题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提醒，家长们平时要注重观察孩子的脊柱健康，提前做好

预防和检查；当发现孩子有“高低肩”“裤腿长短不一”“多动症”

“含胸”等问题时，要及早就医。

我院康复医学科是丽水市医学会物理治疗与康复学专委

会主任委员单位，浙江省脊柱侧弯康复联盟单位。“脊柱侧弯

康复门诊”专注于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和优良体态。 医务人

员在寒假期间免费为 6—20 周岁儿童青少年进行脊柱侧弯体

格筛查。

吴小山主任提醒，10—16岁是脊柱侧弯高发年龄段，一般好

发于胸段、胸腰段。脊柱侧弯会对孩子们的健康和日常生活造成

严重威胁，所以掌握正确的脊柱侧弯预防方法是很重要的。

1、平时在走路的时候，挺胸而非挺肚子，以免腰椎往前突而

造成腰椎神经压迫。

2、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应该摄取足够钙质，防止骨质疏

松症提早发生， 含钙食物有乳酪，牛乳，甘蓝菜及豆腐等。

3、在睡觉的时候，为保持颈椎正常弧度，应将枕头改为符

合人体颈部工学设计的健康枕头，避免睡高枕。

4、避免单侧抱重物、单肩背重物，避免长期使用单侧，以免

造成胸椎侧弯。

5、平时应该进行适量运动，强化肌肉，增加关节柔软度，以

保持良好姿势，防止骨骼老化，减缓钙质流失。

6、坐姿必须端正，若须长时间端坐时，所坐的椅子必须有

靠背，且椅背的角度不可大于 115 度，臀部与椅背必须紧靠，若

能在腰部加垫一个护腰垫，则更能保持腰椎的正常弧度。

（

宣传统战处 马志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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