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院召开“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动员会议

12月 12 日下午， 市人民医院组

织召开“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

动员会议。 会议由党委书记齐玉萍

同志主持，院班子成员、党总支书记

和党支部书记参加。

会上， 党委书记齐玉萍同志传

达学习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 传达学习中共池州市委印发的

关于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 “讲看

齐、 见行动” 学习讨论实施方案精

神。 还就“讲看齐，加强班子建设”

第一专题带头进行学习研讨， 班子

成员分别发言， 结合自身岗位和工

作实际，谈心得体会。

我院严格落实市委关于开展

“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要求，

结合医院实际，制定并下发了《池州

市人民医院开展“讲看齐、见行动”

学习讨论实施方案》。分别从县处级

干部和党支部党员两个层面开展学

习讨论。 针对县处级干部，要求围绕

“讲看齐，加强班子建设，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和“见行动，践行党纪党

规，完善廉政建设制度”等两个专题

开展学习研讨。 针对党支部党员，要

求以党支部为单位， 落实 “三会一

课”制度，围绕“讲看齐、见行动，我

们怎么办”，至少安排两次专题学习

研讨。 结合专题组织生活会，认真查

摆问题、深刻剖析、整改落实。

齐玉萍同志强调， 全院党员干

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 认真学习领会省第十次

和市第四次党代会精神。 通过学习

讨论， 引导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和省、 市委的决策部

署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

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自觉

地向党中央看齐、 向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看齐、 向党中央决策部

署看齐。 通过学习讨论，引导广大医

务人员尤其是党员同志自觉履行

“救死扶伤” 职责， 践行 “大医精

诚”精神，努力改善服务态度，不断

提升医疗技术，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高效、优质、精准的医疗服务。

会上， 齐玉萍同志还就年内几

项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党办 吴龙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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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预约 诊疗服务

●根据病情， 选择您所信任的专家或专科医

生。

●帮助您联系特殊检查项目。

●门诊设有专职工作人员， 负责预约看病接

待，帮助您提前挂号，约定专家或专科医生就诊时

间，陪同您到相关科室就诊。

门诊预约服务热线：15305665000

省病案质控中心专家组

来我院开展督导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病案规范

化管理 ,12 月 29 日上午，省

病案质控中心主任黄后宝等

专家组一行 6 人对我院住院

病案首页质量进行了质控检

查。 市卫计委副主任路文

敏、副院长徐晓东、医务科、

信息科、 病案管理科等科室

负责人参加会议。

黄主任强调了正确书写

病案首页的价值以及全省住

院病案首页统一模式的重要

性。 正确书写病案首页不仅

确保医疗统计数据准确，还

能为医疗管理部门制定方针

与措施提供帮助。 他强调，

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以

病案首页质控为抓手， 提升

服务能力，提高医疗质量。

督查组采取查阅资料、

查看病历的方式随机抽取

内、 外科各 20 份归档病历，

严格按照 2016 年度安徽省

病案首页质量督查表及评分

标准对我院的病案首页填写

质量和诊断选择及编码正确

性进行了检查， 督导组在肯

定了我院病案工作取得成绩

的同时对存在的问题给出了

指导性的建议， 有利于我院

病案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检

查结果将集中向全省各级医

院进行书面反馈。

（医务科 刘珺）

医疗精准 名医入户

———池州市人民医院健康扶贫在行动

一些农村家庭由于小病不治拖成大病，

因病致贫、返贫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贫困群

体提供医疗服务及跟踪随访服务，及时发现

及早治疗，成为健康扶贫的有力抓手，能有

效遏制因病致贫、 返贫现象。 2016 年 12 月

19 日， 池州市人民医院党委召开专题讨论

健康扶贫工作会议，在对口帮扶的殷汇镇旧

溪村贫困户中采取切实措施，探索一条适合

当地特色的健康扶贫有效措施。决定开展一

次健康大走访活动，上门为群众提供免费健

康医疗服务。

12 月 26 日下午， 冒着密集的雨丝，市

医院党委成员和来自心内科、 神经内科、胸

外科、感染科、肿瘤科的多名专家、专科医

生驱车来到旧溪村。 通过简短的座谈，向当

地干群交代了来意，继上个月开展了走访活

动后，我院再次组织了专科医生持续上门服

务。 介绍了市医院下一步将开展的帮扶措

施， 并赠送了帮扶资金， 受到当地干部、群

众的热烈欢迎。

之后，在当地干部的引领下，院领导和

携带各种医疗器械的专家分别上门入户，为

行动不便、卧病在床、鳏寡孤独等 13 户贫困

户家中进行细致体检、 填写病历和指导用

药。 并免费发放治疗药物，进行健康宣传和

指导用药。同时向当地的乡村医生充分传授

经验， 将病历资料补充进贫困户的健康档

案。 最后，为贫困户发放医疗救助绿色就诊

卡，承诺持有绿色就诊卡的贫困户在我院住

院后，能减免新农合报销后个人承担的医疗

费用。

池州市人民医院作为我市唯一一所三

甲医院， 以保障和增进人民健康为宗旨。

为了发挥坚持公益属性、发挥优质医疗资源

聚集的功能作用 , �肩负起健康扶贫主力军

的重任。 按照市委、市政府、上级卫生部门

统一部署，落实好健康扶贫任务 , �通过实施

精准有效的帮扶举措、解决贫困人群的健康

问题。

（旧溪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长 刘轶）

文艺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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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人民医院

The�People's�Hospital�of �Chizhou

平凡的岗位 别样的风采

外二党支部 包丽云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 7 月 23 日成

立以来，历经 95 年的风雨征程。 多少共

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新中国

的成立；建国以后，又有多少共产党人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在平凡的岗位上

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这旗帜是

导师，教导我们正确的思想；是灯塔，照

耀我们前进的道路，指引我们胜利的方

向。 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和忘我的工作

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鞭策

着我们。

十三年前， 在党的教诲下， 我带着

满腔的热情来到了池州市人民医院，从

事临床护理工作。 作为一名护士，我始

终坚信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必须珍惜这

份工作，立足岗位做贡献，时刻以一名

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已。 天空

因蔚蓝而美丽，工作因热爱而美好。 在

我身边，有着许多的党员同事们，他们

爱岗敬业，不辞辛苦，时刻发挥着模范

的带头作用，他们用行动实践着一个个

医务工作者对这平凡事业的无私奉献、

淡然付出。 记得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

时，国难当头，广大医务工作者纷纷报

名要求参加第一线的抢救工作，奉献自

己的力量。 我院的包明胜和祖华燕两位

同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护理工作虽然平凡琐碎， 但这项工

作因我的热爱而充满意义与乐趣。 我虽

平凡，但我坚信我也能为党旗添彩。 在

国家大力推行发展优质服务的今天，我

们要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 说实话，病

人也是很容易满足的。 记得一次给病人

进行静脉输液时， 由于病人低蛋白血

症，全身浮肿，穿刺十分困难。 我就坐下

来慢慢地、仔细地找，五分钟过去了，选

择了一根比较有把握的血管。 一针见

血，穿刺成功，我长长地舒了口气，病人

及家属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遇到你

这么细致的护士，真好！ ”从那以后，再

去给那位患者输液时，他总会说：“看到

你来，我特放心，你们这里的护士，水平

就是高！”正是这些细心和耐心，才换来

了病人的放心和满意的笑容！

我们应当努力奋斗， 有所作为。 这

样，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没有虚度年华，

并有可能在时间的沙滩上留下自己的

足迹。 作为白衣天使的我们，作为共产

党员的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向自己的人

生递交三份答卷：一份交给社会，事事

带头作榜样；另一份留给自己，当反思

往事时，让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这第

三份，要交给党，让党旗上闪耀着我们

的光彩， 让五星红旗在你我的心中飘

扬！

最后， 请允许我衷心的向伟大的祖

国，敬爱的党，送上深深地祝福！

争当护理榜样 做合格党员

外三党支部 汪小艳

怀着对医疗事业的热爱 ，2009 年

从学校毕业后， 我便主动加入医院这

个大家庭。 七年来，在院领导的关心指

导下，在科室同事的支持帮助下，我在

护理岗位上勤奋工作、 任劳任怨。 期

间，有辛苦，有欢笑；有委屈，有感动。

正是这些点点滴滴， 激励着我不忘初

心、奋勇前行。

还记得，一年前，一位患宫颈癌的

病人，术后肠梗阻疼痛难忍，照顾她的

母亲焦急万分， 经常在病房走廊来回

踱步、不知所措。 这一切，我和同事看

在眼里， 记在心上。 在安慰好老人同

时 ，我们更加细心、周到地做好护理 。

很快，她的女儿康复出院。 谁知，一年

后，这位老人也患上宫颈癌。 记得那天

我当班，她一来到科室 ，看到我后 ，赶

忙拉着我的手说：“护士啊， 上次谢谢

你们了，我不争气哦，这次又要给你们

添麻烦啦 !” 天下谁人无父母！ 听到这

位老妈妈的话，那一刻，我不禁热泪盈

眶。 我为老妈妈感到难过，也被老妈妈

对我们的信任所打动； 我为自己能够

帮到她感到欣慰， 更为自己是一名护

士感到骄傲。

还记得，有一次夜班，一位新娘因

疲劳过度，晕倒在婚礼现场。 送到科室

后，病人已经晕厥，血红蛋白仅 30g。 当

我从别的病房出来后，看到新郎和家属

们围拢在护士站， 他们一个个表情压

抑、眼神惊慌，埋怨声、抽泣声充斥着病

房走廊。那时的我，已怀孕六个多月。当

看到这一切后，我顾不上休息，毫不犹

豫地投入急救工作中， 给病人输血、量

体温、做护理。当病人转危为安、家属连

声道谢时， 虽然我已累得满头大汗、气

喘吁吁，但心里却感到非常欣慰。

还记得，高龄产妇乐乐，她因妊娠

反应严重来科就诊。 护理期间，同事们

隐约感觉到，她可能因为怀孕，心情异

常焦躁。 于是我们在护理同时，经常主

动和她交谈。 一次交谈中，无意间听她

说，怀孕太辛苦，有点不想活了。 了解

这个信息后， 我们立即向护士长和科

主任报告。 科主任让我们保持镇定，不

要慌张。 从那一刻起，我们对她 24 小

时看护， 密切关注她的言行举止。 同

时，多和她交流谈心，努力疏导她的情

绪，缓解她的焦虑，鼓励她保持乐观心

态、勇敢面对。 经过 10 多天的细心护

理， 她的情绪明显好转， 精神日渐饱

满。 我和同事们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

气。 出院那天，她和家人特意送来了一

束鲜花。 透过那束花，我仿佛看到了宝

宝天真的笑。

还记得，太多的还记得。 我和同事

每天忙碌在护理一线， 这样的例子数

不胜数、太多太多。

诚然， 当下伤医事件屡见不鲜，医

患关系依然紧张。 但我从来没有后悔，

我的同事从来没有后悔， 因为这是我

们的光荣使命，这是我们的责任担当。

我们还将一如既往， 我们还将辛苦繁

忙 ，但我们绝不退缩 ，更不会迷茫 ，因

为这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会勇敢地挺

起生命脊梁。

当前，医院正在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 “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关键

在做。 作为一名党员， 我将带头学习党

章、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

先进标杆，认真查摆整改，积极亮身份、

作承诺、当先锋、树形象，自觉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与科室同事们一起，在加强护

理工作中争当先进、主动作为，努力推动

医院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我家的小狗

供应室 张兰

由于对狂犬病的恐惧， 我怕狗， 可我女儿

喜欢小猫小狗。 这不，她捡了个刚会走路的小

狗。

似乎察觉到我的不悦， 她钻进小房间，等

到吃饭才出来。 我以为是去“攻关”了，便不顾

心烦劳累去做饭。 那个傻傻的四条腿也嘬了点

我扔的熟肉末。

第三天快递到了，两盒羊奶，两大袋狗粮，

狗沐浴露，洗澡布，滴耳油。 我目瞪口呆：这辈

子我还没喝过羊奶呢。

洗澡打针， 我的脚盆被改成狗洗澡盆。 我

气愤地质问道怎么回事，她哈哈大笑：谁叫你

不高兴呢。 疫苗也打掉我一个月的小菜钱。

洗过澡裹了大浴巾的小狗被她抱到沙发喂

奶并教握手，而卫生间弥漫的狗腥味久久没有

散去。 打头教它长记性，小狗毫不犹豫地夸张

地龇牙咧嘴的大叫，一不小心她的娇手被碰破

了，我立马拉着女儿忙不迭迭地跑到社区卫生

室，冲洗涂药打针。 应了一句老话：狗咬一口白

米三斗，这一打，就去了我一年的口粮。

我喜欢起早， 早饭的香味飘进了狗鼻，它

也早早钻出了纸盒， 蹲在厨房的门口望着我，

见我吃着香，理都不理它，急不可耐地汪地一

声提醒，我哑然失笑，只好与它分享肉圆子小

葱麻油面和蛋糕。 一人省一口，喂了个小胖狗。

两个月它就长出个狗形， 毛是黄棕色，眼

睛亮晶晶，跟混血儿一样漂亮，可它有个臭毛

病———喜欢抱我腿，裤腿起毛还弄脏。 冲动下，

我将刚泡的开茶浇了它的背，它立刻痛的面目

狰狞嗷嗷大叫满地打滚。 我瞠目结舌，我以为

水会顺毛流掉，哪知道被毛兜住了。 第二天清

早，它不再翘首以盼，而是见我走动，立刻躲到

拐角，哼哼不停。

夜晚，我躺在床上，流下悔恨泪水：心想，

要养它一辈子。

我决定善待它，无论十么吃的，都它先：五

块渣肉，六个肉圆，四块仔排，它抱我的腿，我

抬它摇晃。 黄昏，我们仨一起散步，心情大好，

望着它脊背上隐约十厘米长的疤痕，比我自己

受伤还难过。

一日， 我们正在散步， 一个小女生抱着一

黑泰迪犬冲着我家狗大叫，我家狗立刻贴在我

的裤腿边不敢吱声， 那小女生见她狗神气活

现，乐得咯咯笑，我蹲下身，亲切地抚摸着狗背

说：你也叫，别怕。 并带头汪汪叫了两声。 狗听

得懂人话，受到鼓励，大开嗓门，两只狗叫成一

片，我禁不住哈哈大笑，顿时明白了“狗仗人

势”的含义。

中国人富裕了， 婚宴时浪费惊人， 望着剩

下的鱼肉，我时时想着小狗，可几乎无人打包，

只有我厚着脸皮要来塑料袋，目的可想而知。

狗狗嗅到我来， 欢天喜地一路飞奔， 一辆

轿车撞了上去，它四肢动了动，就昏迷了，血从

头上流了出来，我感觉天昏地暗，拎着饭盒蹲

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跟女儿哭了一夜， 拒绝了对方两百元的

赔偿，用跟随我三十年的皮箱装了它，求了物

业送到一荒地埋了。

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到它到了我房间里，

呜呜地叫我开门，它要出去尿尿。

我的狗狗没有名字，你给它取一个。

“两学一做”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