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部举办“5.12”国际护士节

庆祝暨表彰大会

为纪念“5.12”国际护士节，

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无私奉献的

精神，进一步推进优质护理服务，

提高护理服务水平， 激励全体护

士爱岗敬业、 积极进取，5 月 11

日下午， 护理部在行政楼六楼多

功 能 会 议 室 举 办 了 2015 年

“5.12” 国际护士节庆祝暨表彰

大会。院领导出席会议。大会由杜

四清副院长主持。

会上， 护理部主任李沈旋对

2014 年全院护理工作进行了总

结，并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优

质护理、 改善护理服务的通知》

文件要求，对我院 2015 年进一步

推进优质护理服务工作进行了部

署。

刘斌院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

话， 他向全院护理人员致以节日

的问候， 同时对我院优质护理服

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上， 院领导还为获得 2014

年度“患者最满意护士”及 2015

年度“打字能手”称号的护士颁

发了荣誉证书。

通过本次大会， 振奋了全院

护理人员的精神， 调动了护理团

队主动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积极

性。 在院领导的指导下， 我院护

理团队以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

范工程活动”为抓手，团结一致，

奋斗拼搏， 为实现医院发展贡献

力量！ （护理部 章琴琴）

黄金保荣获“安徽省对口支援西藏

先进个人”称号

据安徽省对口支援西藏工作领

导小组文件《关于表彰安徽省对口

支援西藏先进个人的决定》（皖援

藏〔2015〕1 号）获悉，我院检验科

主管检验师、 科秘书黄金保同志荣

获 “安徽省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2014 年 5 月 11 日，黄金保同志

作为池州市援藏医疗队和措美县援

藏队队长， 带领 7 名援藏队员，克

服高原反应， 立即投入工作。 开展

检验科质量控制工作， 保障了检验

报告的准确性 ； 制定临床检验手

册， 有助于临床医生各项诊疗；健

全各类制度性文件、 完善各种记录

表格、 协助开展多个新项目等等。

医疗队为措美县人民医院创建二级

甲等医院筹备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

献， 受到了该院领导的充分认可，

在藏族人民心中树立了池医人的良

好形象。

院团委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五四期间 ， 共青团中央开展

2014 年度全国“两红两优”评选表

彰活动中，院团委荣获“全国五四

红旗团委”荣誉称号，这是我市唯

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团组织， 全省仅

11 个基层团组织获此殊荣。

近年来， 院团委在团市委和院

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立足医院中心

工作， 服务社会大众， 不断开拓创

新， 培育形成了具有医院特色的共

青团育人体系和服务体系， 其中青

年卫生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和“健

康同行”志愿者服务队已经初步形

成品牌效应。 同时， 院团委结合自

身优势， 坚持虚功实做、 难事长做

的精神， 不断改革完善， 推动了医

院共青团工作的深化发展， 逐步提

高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2013

年，在“关爱住院患者”行动中，募

捐 1960 元为在院患者送月饼；“关

爱农民工子女”活动中，与杏花村

小学 10 名农民工子女结对，满足他

们每人一个心愿。 同时与石台一小

学结对， 捐赠书籍 300 余册， 赠送

20 套学习用具。 2014 年，“关爱残

疾人”活动中院团委与沿江社区结

对， 为 8 名残疾人员提供义诊并送

去节日慰问。 2015 年结对池州市

“励志男孩” 梅筱， 定期赠送纱布

并送去节日慰问。

汇聚青春正能量， 创造青春新

业绩。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的殊

荣是团中央对基层团组织给予的最

高集体荣誉， 是对全院各级团干部

奋斗的青春最好见证， 青春正当

时，我们一直在路上。

（院团委 陈平）

我院举行出国

研修人员座谈会

5月 21 日下午， 在 1 号会

议室举行了出国研修人员座

谈会， 刘少忠副院长主持会

议，7 名出国研修人员参加了

会议。

刘少忠副院长向大家介绍

了当前医改形势及院部推行公

立医院改革的相关情况， 强调

高素质专业人才要适应形势变

化， 把握专科发展脉络， 为医

院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座谈会上，7 名出国研修

医师分别介绍了各自的临床、

科研情况。 在临床工作中，他

们积极响应院部举措， 开展学

术讲座、 加强教学研究； 认真

钻研疑难危重病例及三、 四类

手术 、开展“三新”技术项目

和申报科研课题、 撰写高质量

的文章等， 并对学科的发展提

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科教科 陈章）

我院开展青年医务工作者急救技能培训

5月 19 日下午，在我院技能培

训中心 （北区原体检中心场所），

参加医院 2015 年青年医务工作者

急救技能大赛的 100 余名青年医

护， 正集中进行急救技能的培训。

培训内容正是此次大赛的考核项

目，即成人基础生命支持（含非同

步直流电除颤）、多发伤的止血包

扎与固定。负责此次培训的师资人

员分别为急诊内科倪军喜、急诊外

科李金卫、重症医学科王诚。

为进一步提高全体医护人员

的急救水平，医院决定在 5 月下旬

开展医院青年医务工作者急救技

能大赛，参赛范围覆盖全院每个病

区（含医技科室）。 （工会 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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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先进集体

党委办公室、医务科、儿科、神经内科

肿瘤三科护理单元、骨科一病区、泌尿外科

神经外科、超声医学科、输血科

2014年度优质服务标兵

魏玉平 黄述斌 黄金保 叶燕

2014年度优秀职工

（排名不分先后）

孔胜兵、刘志军、董 平、许东宝、朱 艳、朱永新

陈 靖、陈寿伟、章晓兰、石向阳、黄述斌、魏玉平

陈 艳（急诊抢救大厅）、丁圣荣、章生燕、吴清梅

谢桂凤、胡利红、吴超华、汪敏芝、汪兴英、钱春玲

罗治雯、张京安、王细宏、汪浩文、周小杰、宋东明

方向红、陈建军、程 军、方 中、马玉芳、何平海

朱正瑶、巫小燕、常 艳、唐国玲、疏翠珏、姚 玲

方满会、朱 丽、方 勤、江 琴、包丽云、陆正龙

王 艳、曹艳霞、甘伟伟、朱爱朝、叶 燕、彭朝辉

程 瑶、杨国平、吴海英、江晓凤、唐 民、胡俊萍

曹 昊、王圆圆、彭晓敏、程吴华、李英明、章春燕

姜宏珍、佘恒海、高 俊、胡 晶、袁 喆、金 红

唐安琴、巩彦丰、陈 娟、万 磊、杨连红、蒋 珍

陈志芳、李 薇、蔡 清、朱立建、沈丹萍、黄红梅

王佩佩、桂曼丽、巩志英、周 玮、陶利琴、胡雄杰

姜雪琴、陈 甜、查志坚、胡曙光、陈 玫、王松林

汪秀华、薛宝萍、尹君君、胡海英、林 芳、王圆圆

丁希进、潘丽娟、陈佳佳、许翠萍、叶 帅、王 敏

李 峰、饶 辉、刘唐霞、徐良娣、舒丙学、张大艳

双金权、杨 春、杨美华、王月娥、金桃红、潘 沁

尹大伟、周婷婷、何慧苹、朱雅琴、徐海琳、姜黎娜

江启贵、袁 娟、吴志霞、胡 斌（心理科）、段小玲

李连计、刘美兰、罗 飞、黄金保、王 烈、桂秀芳

朱书奇、王 翔、胡 磊（医学影像科）、杨 颖

王术生、王文娟、叶佩军、徐英英、李 明、钱菊华

王 琴、庄陈英、韦洪涛、张 洁、章含奇、胡 蓉、

徐 亮、方巧年、王慧会、苏志清、张 莉（药剂科）

唐 川、徐贵明、吴卫兵、吴龙春、詹声红、张家兵

王池文、朱晓旻、刘翠琴、方四清、舒惠娟、章 莉

江艳艳、查雪春、胡小红、鲍忠文、胡素芳、钱 进

杨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