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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老年医院联盟大会在丽举行

10 月 16 日至 17 日， 由全国老年

医院联盟、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医

疗机构管理分会主办， 我院承办的第

十届全国老年医院联盟大会、 中国老

年医学学会老年医疗机构管理分会年

会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100 多家

联盟成员单位参会。

本次大会聚焦新冠肺炎疫情下的

老年医养机构管理， 有幸邀请到国家

卫生健康委法规司副司长陈宁姗和中

国老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 通过连线

视频讲授最新出台的有关政策， 以及

疫情下老年人常见健康问题的处理。

全国老年医院联盟理事长、 中国老年

医学学会老年医疗机构管理分会会长

陈峥，联盟、分会秘书长张进平，丽水

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吴郁郁，副主

任朱雪飞，我院党委书记吴绍长，院长

叶世伟及国内外相关领域的 200 多位

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共同探讨交流当

下老年医学的发展问题， 不断满足老

年人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提高老年

人的健康生活质量。

叶世伟院长致欢迎词，向与会嘉宾

们介绍，近几年医院在“脑科老年科为

主、多科协调发展”的办院方向指引下

发展迅猛：老年医学、康复医学、精神

医学的综合实力跻身全省先进行列，

记忆医学、心身医学、睡眠医学发展迅

速，医疗质量与安全、教学与科研能力

实现跨越式发展，医院在省内的影响力

显著提升。

丽水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吴郁

郁指出丽水市二院是一所富有专科特

色的现代化三级甲等医院。 近年来，医

院积极践行“精专科，强综合，求特色”

的发展理念，抢抓发展机遇，注重学科

建设和品牌建设，在全市老年医学建设

和养老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 医院 2019 年成为浙江省首家“全

国老年友善医院”， 老年医学科被评为

全国三家首批“老年营养示范病房”之

一，创新性地成为全省乃至全国老年病

医院的建设样板。

大会邀请国家卫生健康委法规司

副司长陈宁姗，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会长

范利， 美国佛罗里达州卫生局流行病、

传染病监控和慢性病预防管理专员崔

东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老年医院党委

书记许家仁等知名专家学者授课，为与

会人员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学术盛宴。

（

宣传统战处 马志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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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办“庆国庆”红歌院歌大赛

为深入学习伟大抗疫精神、 全力推

动医院文化建设， 进一步抒发爱党爱国

情怀，凝聚兴院荣院力量。 10 月 13 日，

我院党委举办了“医者仁爱显担当 唱响

益心之歌 奋进新时代” 为主题的———

“庆国庆”红歌院歌大赛，团市委副书记

孔金峰，吴绍长书记、叶世伟院长，梁涌

副院长，江瑞来委员，工会主席周宏林应

邀出席。

吴绍长书记指出， 不管是在革命战

争岁月， 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

放年代， 一首首见证和记录中国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红色经典歌曲，一

直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战胜艰难

险阻，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医院院歌

《益心之歌》作为医院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展现了医院的办院理念和价值

追求。 举行此次歌咏比赛旨在以嘹亮

的歌声表达全院职工对祖国母亲不断

强大的美好祝福， 用益心文化凝聚人

心，提升大家的爱国、爱院热情，更进

一步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让

全院职工铭记历史，秉承“仁爱 精诚

卓越”的精神，激发大家在医院建设新

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为把医院

建设成省内一流、国内知名、浙西南有

重要影响力的富有专科特色的三级甲

等医院而努力奋斗！

孔金峰书记首先感谢医院广大干

部职工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的辛勤

付出，赞扬大家充分展现了医务工作者护

佑人民健康的职责使命，筑起了护佑全市

人民健康的钢铁长城，孕育了伟大的抗疫

精神，为全国疫情防控大局、全市疫情防

控整体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决赛历时两个多小时， 现场气氛热

烈、精彩纷呈，《益心之歌》和《跟着共产党

走》《大中国》《我和我的祖国》《我的中国

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唱祖国》

《保卫黄河》《军港之夜》 等一首首经典曲

目，展示了我们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新风

貌，唱出了二院人的医者仁爱之心及不忘

初心、奋发进取的精气神。 经过激烈的角

逐和评委们公平公正评判， 评出金奖、银

奖、铜奖和优胜奖。

（

宣传统战处 马志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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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 日

我院老年康复大楼建设项目正式开工！

10 月 27 日， 我院举行老年康复大楼开工

仪式。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峰，市卫健委规划信息

与财务审计处处长叶巧勇， 医院党委书记吴绍

长，院长叶世伟，党政领导班子，中层干部、施

工、监理、设计等代表参加开工仪式。 仪式由梁

涌副院长主持。

王峰代表丽水市卫健委对工程的顺利开工

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指出医院老年康复大楼的

开工建设，是丽水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史上的重

要里程碑， 是丽水市二院跨越发展的新突破，也

是提升医院整体服务功能，增强综合实力的关键

着力点，更是全市老年、康复、心理患者的需要。

他对新大楼的建设提出三点希望和要求：一要确

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正确处理好施工进度、质量

和安全关系，高标准、严要求，精心组织，科学施

工，确保安全、高效、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 二要

切实加强组织协调能力。 工程项目领导小组及

相关部门要及时研究和协调解决好工程建设中

的问题，切实担负起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职

责，高质量地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三要确保

工程、工作两不误。 两手抓好工程建设与医疗工

作，一方面要积极加强与施工单位和相关职能部

门的沟通与协作，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另

一方面，进一步强化管理，提升技术，力争赶超。

叶世伟院长指出医院老年康复大楼的建设

将满足我市老年患者的就医需求， 有利于提升

来院患者的就医体验。

对于大楼建设，叶院长要求确保工程质量，

希望施工单位本着为医院负责、 为丽水百姓负

责，争取将项目建设成行业标杆；要求确保项目

进度，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加快推进工程进

度，适应医院发展需求；要求严守廉洁底线，医

院纪检监察部门做细做实监察工作，擦亮“清廉

医院”文化品牌。

吴绍长书记宣布：“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老

年康复大楼正式开工！ ”与会领导、嘉宾和工程

代表， 在工地现场共同为大楼项目建设锨下了

第一铲土。

项目介绍： 老年康复大楼项目在已建院区

东南侧，总用地面积 10973平方米。主要建设老

年康复大楼 1幢和裙楼科研教学楼 1 幢， 共设

床位 300 张，项目总投资金额约为 2.3 亿元，计

划 2023年竣工。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院区

床位数及康复功能用房短缺等问题， 满足老年

医学、康复医学、心身医学发展的需求。

(

宣传统战处 李浚豪

）

世界精神卫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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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

院与莲都区处州中学心理健康教育与辅

导合作签署仪式在处州中学顺利举行。

仪式结束后， 针对到场的七年级学

生，我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闫凤武以《初

中生的自我提升》为主题进行了讲座，对

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做了系统说明， 介绍

了“小升初”后学生的生理、心理、行为特

点的变化， 重点阐述了心理问题的表

现、识别与预防等内容。

医校携手共同拓展心理健康教育

途径， 是十九大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与当

前精神卫生及心理健康事业全面发展

的大趋势高度契合。 此次合作不仅进

一步完善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

制，也为改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

专业支持和保障。 我院将为全校师生开展

心理健康热线咨询和心理健康咨询、心理

健康知识科普及讲座等服务。 定期指派专

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心理咨询、 心理评估、

心理健康体检和治疗服务，解决师生心理

健康问题，提高师生心理调适能力，构建

平安和谐校园。

（

宣传统战处 李浚豪

）

8月 21日，我院召开网格监督员例会暨业务培训会，党

委书记吴绍长、院监会委员和医院网格监督员参加会议。

8月 28日，我院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复审动员部署会， 会后各部门积极行动， 在医院迅速掀起

“两城创建”复审迎检热潮。

9月 8日， 我院举行 2020年行风监督员会议暨聘任仪

式。 聘任了来自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等各行业

的 11名行风监督员。 11名行风监督员表示将履职尽责，充

分发挥好监督作用， 积极关注社会各界对医院的意见与建

议，推动医院党风廉政、医疗服务工作进一步提升。

9 月，我院开展“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活动，活动以现

场义诊、送医下乡等形式开展，为众多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及

家属答疑解惑。

9 月 18 日，丽水市心理卫生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换届大会顺利举行，来自省市各单位、医院、高校、社会机

构的 300 多名从事心理咨询、治疗、健康工作的专家、学者

参加会议。 我院吴绍长书记当选新一届理事长。

9 月底，我院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加以“凝心聚力担

使命，‘三敢三比’促发展”为主题的市直机关文化体育周

活动 。经过激烈角逐，我院荣获多项集体、个人奖项，并被

主办方授予“优秀组织奖”。

9 月 26 日，丽水市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换届选举大

会暨老年营养与健康管理学习班在我院顺利举行。 会议举

手表决产生新一届的分会委员，我院党委委员、老年科主任

江瑞来任主任委员，朱满连、魏琳、梁丽萍、陈阳阳任副主任

委员。

10 月， 为全面落实 2019 年新版《医务人员手卫生规

范》，提高手卫生准确性与依从性，有效减低医院感染发生

率，保障医疗安全。 我院开展全院性手卫生培训考核，经一

月培训考核，全院一千余名工作人员取得手卫生合格证书。

10 月 10 日， 我院与松阳县人民医院正式签订共建精

神医学医联体合作协议，开启心理疾病协作模式。

10月 20日，我院召开离退休职工重阳节座谈会。 叶世

伟院长，江瑞来委员及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与

各位离退休老同志共叙重阳情，畅谈医院改革和发展。

10月 21日， 为有效防范和积极应对 2020 年秋冬季可

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好的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精准管控、有效救治”。 我院召开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会。

10 月 22 日，我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叶世伟带领新提任

的中层干部、新入党同志、新入职员工赴位于市委党校的丽

水市法纪教育基地，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10月 24日，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委会在杭州成

立，我院吴绍长书记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10月 31日，由我院承办的精神药物与依赖性专业委员

会第三届学术年会在我市召开。市卫健委副主任朱雪飞，浙

江省毒理学会理事长楼宜嘉， 省毒理学会神经精神药物与

依赖性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致宇，副主任委员吴绍长、浙江大

学医学院教授徐晗以及来自全省医疗机构、 高校三十多家

单位参会。

11月，我院“益心·护理”被评为 2020年度丽水市“十大

女职工特色工作品牌”。

11月 14日是第 14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为贯彻落实《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有关要求，推进糖尿病防治工

作，我院医护人员走进联城街道青岗村开展义诊、健康讲座

等活动。

11 月 16 日， 我院党委书记吴绍长代

表医院专程走访慰问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

战士老同志陈三林，为他颁发“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纪念章，

表达向英雄致敬之情。

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