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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领导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

1月 20 日下午， 我院召开了

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5 名县

处级领导干部围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和“讲看齐、见行动”学

习讨论要求，重点对照《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结合思想和医院工作实际， 进行

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整个专题民主生活会既严肃认

真，又气氛热烈，达到了“团结 -

批评 - 团结”的目的。

民主生活会前， 认真做了各

项准备工作。 一是深化学习研讨

成果；二是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三

是深入开展谈心谈话。 四是认真

撰写发言提纲。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严肃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院党委书记

齐玉萍同志分别通报了 “三严三

实” 专题教育整改落实情况和专

题民主生活会会前准备情况，并

代表班子进行对照检查。 开门见

山汇报了班子在理想信念、 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 作风、 担当作

为、组织生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责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深入剖

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是理想信

念淡化；二是宗旨意识弱化；三是

进取精神不足；四是权力观、地位

观、利益观认识不够深入。 针对查

摆的问题，提出了 7 条整改措施。

齐玉萍同志还带头开展个人

对照检查， 其他班子成员逐一提

出批评意见。 其他班子成员按照

上述方式依次进行对照检查，接

受其他同志批评。 会上共提出批

评意见 52 条，班子成员累计提出

整改措施 20 条。 班子成员自我批

评红脸出汗、直奔主题，相互批评

真刀真枪、出于公心，见人见事见

思想。

院领导表示， 将结合民主生

活会开展批评情况， 对查找出来

的问题进行再梳理， 将 “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和“讲看齐、见行

动” 学习讨论查摆出的问题一并

纳入整改内容，制定整改措施，形

成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个人整改

清单。 从源头上找原因、建制度、

堵漏洞， 切实做到问题出现在哪

里，制度就完善到哪里。

各党支部也相继召开专题组

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

作。

（党办 吴龙春）

看病有专医 用药无盲点

旧溪村贫困户治病不再成难题

1月 10 日中午时分， 屋外冷

雨飘零，屋内，刚刚服用过（笨妥

英钠片和叶酸片）药的许旺苟坐

在桌边，安静地看着电视。虽然有

些无精打采，但相比病情发作时，

精神好转了不少。 许旺苟的哥哥

许东苟一边为弟弟收拾着药瓶，

一边回想着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主任琚双五医生的叮嘱：“笨妥

英钠片和叶酸片一定要配合着服

用，否则，仅服用笨妥英钠片会产

生很大的副作用。 ”这是在贵池

区殷汇镇的旧溪村，现年 51 岁的

许旺苟一家给记者留下的印象。

许旺苟一家是旧溪村典型的

贫困户，除了自己患有癫痫病外，

他的父亲许福林还患有脱肛病和

肝病，整个家庭的收入，就靠现年

53 岁的哥哥许东苟，在江苏打工

来维持。“时下已是寒冷季节，又

是弟弟癫痫病高发期， 我得提前

回来照顾他们。 ”日子尽管过得

很艰难，但让许东苟欣慰的是，现

在，父亲和弟弟的病，有了市人民

医院专科医生入村免费把脉就

诊，病情能得到了控制，让他感激

万分。

据了解， 旧溪村是市人民医

院实施健康扶贫救助行动的帮扶

村。 为做到精准对症、分类施策，

市人民医院在摸清村民的病种和

病情下，由院党委成员分头对接，

并安排了心内科、肿瘤科、神经内

科、肾内科、感染科、胸心外科等

7 个科室的专家， 深入该村把脉

问诊，并采取“一户一档、一人一

策”措施，为他们开出处方。 该村

党支部第一支书刘轶说：“像许

旺苟这样病人，因为家庭贫穷，常

常看不起病， 有的连用药都很节

省， 致使病情长期得不控制。 这

次，市人民医院在接对帮扶中，健

康扶贫做到精准到户、精准到人、

精准到病， 着实为这些患者帮了

大忙。 ”为最大限度地让这些患

者早日康复起来， 彻底拔掉他们

的穷根， 旧溪村两委组织人员对

贫困户健康状况进行全面摸底。

针对摸底情况， 市人民医院召开

党委会议，专题研究帮扶措施，就

13 户贫困户实行个性化健康帮

扶，专病专治。也就是在这次行动

中，擅长治疗癫痫的琚双五，专程

来到许旺苟家，对其进行诊断，发

现许旺苟由于长期只服用苯妥英

纳，药物损害的副作用已经形成。

于是，他及时作出用药调整方案，

进行规范治疗。 看到许旺苟的精

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 作为哥哥

的许东苟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在旧溪村， 贫困户方胖林的

心脏病诊治、方义顺的肝病诊治、

方铁林的中风诊治……都有专家

为其上门服务。此外，符合慢性病

条件的， 专家们及时为他们办理

申报材料， 通过费用报销减轻他

们的医药负担；与此同时，针对需

要住院治疗的， 市人民医院专家

提供方案， 由就近具备能力的医

疗机构实施治疗； 需要转诊救治

的， 由基层医疗机构帮助病人精

准转诊。据了解，市人民医院还专

门制作了“绿色就诊卡”，发放到

13 户贫困户手中，并承诺持卡人

在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所产生的

医疗费用， 在新农合报销后的自

费部分将由该医院承担。刘轶说：

“要让他们脱贫，健康是关键。 ”

他表示， 除了市人民医院精准救

治外， 旧溪村两委还将主动开展

健康教育，提高群众健康意识，促

使贫困群众少生病，有病早发现、

早治疗。

（转载自 《池州日报》2017

年 1 月 17 日 A2 要闻版 记者 石

泽丰）

我院召开民主党派

和“两委员一代表”座谈会

1月 18 日下午， 我院召开民

主党派代表和 “两委员一代表”

座谈会， 征求代表们对医院领导

班子及班子成员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由党委书记齐玉萍同志主

持，部分党委委员出席。

会上， 代表们围绕医疗 、教

学、科研等方面畅所欲言，结合医

院实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

议。 如中层以上干部要多深入临

床一线，聆听职工心声，帮助解决

难题，为临床做好细节服务；多开

展学术讲座，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提升职工待遇， 激发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等。

院领导一边认真做好笔记，

一边不时做出解释。 会上，刘斌院

长还就代表们关心的主诊医师负

责制、绩效分配、人才培养、职称

聘任等相关重点问题， 当即做出

了详细的诠释和解答。 刘斌院长

强调， 在医疗综合改革的新形势

下，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要团结

一致、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智往一处谋，强化团队

意识，发挥团队力量，努力为人民

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广大党员、干

部和职工要勇于担当作为、 敢于

干事创业，要想干事、能干事、干

成事，努力提升医疗技术，不断提

高服务水平；广大党员、干部和职

工要忘我工作、无私奉献，要以先

进先辈为榜样，树立院荣我荣、院

耻我耻的荣誉感、 使命感和责任

感，为实现医院的发展出一份力。

党委书记齐玉萍同志作总结发

言。

（党办 吴龙春）

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阖家幸福

池州市人民医院恭祝大家

文艺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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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傅雷家书》

谈护理工作

重症医学科 丁亮

数九寒冬，窗外寒风萧瑟，似乎打发这夜

班后百无聊赖时光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读一本

好书了，信手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是傅雷所著

《傅雷家书》。 说实话，这本书并不好读，没有

引人入胜的情节，也没有吸人眼球的故事，有

的只是一位父亲对于孩子的苦口婆心， 只是

一位爱国者对于国家、民族深沉的爱，只是一

位音乐鉴赏者与学习者关于音乐的讨论。 然

后， 我却被其中最平实的语言和最真挚的情

感所打动。

《傅雷家书》 摘编了傅雷夫妇自 1954 年

起， 写给大儿子傅聪留学后的 186 封书信，最

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其中给二儿子傅

敏的两封信也收录在内。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

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是讨论艺术。 书中除了

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

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 让儿子知道

“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双

馨，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二是激发青年人的

感想。 傅雷始终站在爱国的高度上，比如说这

段话“你的将来，不光是一个演奏家，同时必

须兼做教育家，所以你的思想，你的理智，更

加需要训练，需要长时期的训练”，思想可见

一斑。 三是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 因为傅聪

青年的时候就出国留学，中文并不太好，而父

亲就不断要求儿子用中文书信往来。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尽管人生那么无

情，我们本人还是应当把自己尽量改好，少给

人一些痛苦，多给人一些快乐”。由此及彼，回

到护理工作中， 我们的提灯女神南丁格尔说

过类似的话，“护士必须要有同情心和一双愿

意工作的手”。 这里谈到的同情心，并不是指

我们要把病人看得可怜，看得不健全，而是对

病人的负面情绪和伤痛能做到同情。 ICU,是

集中收治危重病人的场所。 在这里，生离死别

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我们并非心肠坚硬、百毒

不侵，只是懂得需要争分夺秒，时时刻刻与死

神较量，没有时间害怕或软弱。 当然 ICU 也不

全是抢救，当病情平稳了，我们会为病人剃须

和洗头，满足基本的形象需求，病人可以下床

的时候，也不会一味为了减少工作量，限制病

人自由，从床边坐立到扶床行走，我们会帮助

病人一步步恢复，直到可以转入普通病房。

作为一名 ICU 护士，心肺复苏，电除颤，

血液净化，救治病人我们是专业的；试脱呼吸

机，拔除气管插管，留置胃管，鼻饲肠内营养，

帮助病人恢复，我们是迫切的；剃须，梳头，与

患者交流，给予心理护理，我们是认真的。 傅

雷说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

上讲演或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所以

在护理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兢兢业业把工作

做好。 始终带着一颗同情心， 护理每一位病

人，保证病人安全，促使其身心健康，这就是

我们对于人民的服务。

人要有颗善良的心

热心读者 丁承启

善良是人的本性， 恶性是嗣后的衍

生。 《左传》 有过警示：“善不可失，恶

不可长”。 意思是说善良的本性不可丢

失，恶劣的品性要遏制增长。 永远保持

一颗善良的心，与人为善，多做善事，不

做恶事，方为做人之根本。

人之初， 性本善。 善良是与生俱来

的。 人人都希望得到善良的对待，那么

人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样整个社

会将会和谐共生，幸福安宁。 一个充满

爱心的人， 时刻保持着以善心待人，以

善举处世，是友善亲人的。 不论其身份、

地位之高低，别人都会由衷地报以崇敬

之心。 这种善良的感召，如同怡人的花

香，香泽万里。

做人岂能丢失善良的本性， 去任由

内心恶欲的增长，且衍生无限膨胀的贪

念欲望，将一发不可收拾。 要牢记：“欲

不可纵，纵欲成灾”的道理，《左传》君

子曰：“从善如流，宜哉！ ”，就是说，若

对善恶产生茫然时，要乐意听从善意的

规劝，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克服邪念，以

善心取而代之。 如以恶意的眼光看待别

人，以恶毒的手段去伤害他人，那是丧

失理智， 破坏社会公德的恶劣行径，为

人所不齿， 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善事可分为好多种， 行善也有很多

方式，不仅仅是修桥铺路、捐款救灾等

大善举，其实善行就在我们举手投足之

间，你随手捡起一个香蕉皮，就可能让

一个过路的老人免受摔倒之苦。 公交车

让座，看似小事，不足挂齿，但它却彰显

出尊老爱幼、 扶持弱者的至爱之心，也

是一种善举，勿以善小而不为。

善良的人始终心存善念， 践行善

举。 老子说过：“夫唯吝， 是谓早服，是

谓重积德。”，就是说做善事是一种平时

养成的习惯。 这一点，池州市人民医院

做得很好，一直以“医者仁心，抚慰生

命”为善念，以救死扶伤为宗旨，完善制

度，规范服务，养成一种医患互动、领导

回访的好风尚。 该院党政领导经常亲临

病房看望病人，了解病情，为之排忧解

难，已成为惯例。 在我住院期间的 2015

年 12 月 11 日， 院党委齐玉萍书记在党

办钱叶荣主任的陪同下，亲临病房看望

我，让我受宠若惊，深有感触，这不仅是

对我们老年患者的关心，更是对全院所

有患者的关怀。 她谆谆善导，医患之间，

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积极治疗，争取早

日康复。 其善行生动了反映了精神文明

的本质，将会进一步推进医院文明层次

的不断升华，为池州创建文明城市作出

更多更好的贡献。

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 特别是身处困

境、性命堪忧的人，到了穷途末路时，以

你举手之劳的绵薄之力，就可能是被救

者整个人生转折的关键，古人云：“雪中

送炭心留暖，赠人玫瑰手余香。 ”，救人

之所急，才是最有意义的善举。 正所谓：

“渴时一滴为甘露，饭饱重餐不如无”。

只要有颗善心， 不论善事大小，都

是一种善行。 大善让人敬重，小善同样

让人佩服。 行善不一定要着眼于轰轰烈

烈的大功德， 很多身边微不足道的小

事，也是行善的途径。 把小善与大善同

等对待，才是以善处世的真谛。 有句歌

词唱得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

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和田看胡杨

普外肝胆病区 孔胜兵

星期天午饭时突接通知， 下午我们

去大漠看胡杨。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深

秋十月是胡杨最美的季节，茫茫大漠中

成片的胡杨林金叶满枝，应该是一道很

美的风景。 有关胡杨的传闻早已印入脑

际，但亲眼所见且近距离的接触还是头

一次，甚是期待！

下午两点半， 我们一行人分乘两辆

汽车从驻地出发。 汽车循东南往洛浦县

方向行进。 但见城外道路两旁成排整齐

笔直挺立的白杨树，或高或矮，或粗或

细。 不由我忆起茅盾先生的 《白杨礼

赞》来，只不过那是描摹陕甘边区的白

杨树，但却同样是生长在干旱贫瘠土地

上的倔强树种。 随着汽车的行进，道路

两旁的景物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不

时出现的农家院落整齐划一，门头上普

遍都插上一面国旗。 门前、院中可见凉

晒着的秋收成果———金黄色的玉米棒

和降红色的大枣。 和田的大枣很有名，

也是和田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据说这

些不错的院落是用援疆资金修建的惠

民房；成片大小不一的核桃园早已过了

采摘期。 林下宽窄、长短不一的麦垄在

内地是见不到的， 尽管麦苗长势还不

错，由于核桃树对地力的影响，我杞人

忧天地担心这林下套种麦地的收成究

竟如何？ 伴随车上同伴的惊呼声，大片

的枣林映入眼帘。 不高的枣树上叶子几

乎落尽， 略显干瘪的红枣挂满枝头，枣

树成了真正的“枣树”。 依稀可见枣林

的沙地上也掉落了许多干枣，还有那在

空旷沙地上随意凉晒成垄、成片的红枣

以及头戴纱巾辛勤劳作的维族妇女，这

些组成了一副美丽的秋收画卷。 汽车行

驶约半小时， 便是一望无际满是沙石、

寸草不生、毫无生机的戈壁滩，我心中

期待的胡杨林始终未出现。

不觉间， 汽车已经行驶在沙漠公路

上。 公路在白茫茫的沙漠中起伏蜿蜒，

松软细棉的白沙由于风力的作用，形成

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沙丘和状如海浪似

的波纹，此时用沙海来形容大漠可谓最

贴切不过了。 这也许就是沙漠的魅力所

在。 沙漠公路的修建极其困难，需要克

服恶劣的地质条件和流沙侵蚀带来的

挑战。 当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惬意畅

快地行驶在这创造人类奇迹的沙漠公

路上，不由得感叹人类战胜自然的毅力

和创造力！

汽车继续在沙漠公路上行驶 。 突

然，眼前出现一片金黄色，同伴提醒，那

就是我们期待已久望眼欲穿的胡杨林！

远远望去在白色耀眼的背景映衬下，金

灿灿一片，真是美到极致！ 车稍停稳，同

伴们就迫不及待地雀跃着跳下车，直奔

胡杨林而去。 我们踩着没过脚踝的细棉

的白沙，一路欢呼着奔跑到胡杨树的跟

前。 停下脚步，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仔

细打量、欣赏这沙漠中不屈的生命。 历

经风沙吹拂、盐碱浸渍、干旱饥渴的胡

杨枝干是粗糙的，树冠也算不上伟岸挺

拔。 然而，在这一切生命都显得极其珍

贵、令人敬畏的茫茫的沙海里，一片靓

丽的金黄色还是带给了人们一种别样

的美。 胡杨的美又不仅仅在于其艳丽的

色彩，更在于其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

争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生命的倔强与顽

强！ 我们纷纷拿起相机或手机和胡杨拍

照留念， 表达对这奇特生命形态的敬

畏！

胡杨又名胡桐树， 又称英雄树，托

克拉克树（维语意：美丽的树）。 是一种

早在 6500 年前就存在的古老树种，具有

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的优良特性，是一

种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尚能生长

的树种。 有着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

不朽的优秀品质。“生的美丽，你自强不

息；死还坚强，你傲然挺立；朽更神奇，

你坚韧无比。 你，真的万物难敌。 ”千百

年来人们之所以欣赏歌咏胡杨树，正是

因为胡杨树在面对困难、绝境时所表现

出的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生命张力。

天色渐晚， 我们惜别胡杨林， 回首

远望那渐行渐远的一片金黄，从我们的

视野之中慢慢消失。

胡杨树，英雄树，胡杨树，托克拉克

树！

（作者系池州市人民医院选派的安

徽省第八批援疆支医支教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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