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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3 月 31 日下午，我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对医院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各级党

支部积极行动，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现将各党支部近期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摘登。

一、贯彻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全体党员学党史走深

走实

1.3 月 11 日，分管院领导召集党委工作部门负责人就制

定本院的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进行专题研究。3 月 12 日，

医院积极做好院内氛围营造工作，在所有宣传栏上设置关于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宣传材料；在

医院所有电子挂号屏、电脑屏保上设置党史学习教育标语。

3 月 18 日召开医院（学院）党委会，研究确定院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3 月 25 日，医院（学

院）党委研究确定本院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3 月 31 日下

午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医院（学院）党委已向全体

教职工党员和离退休党员发放《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



党史知识问答》两本党史相关书目及专门笔记本，要求各支

部积极组织学习并做好学习记录。

2.药剂科第二党支部：3 月 25 日，药剂科第二党支部在

住院部二楼静配中心召开党支部大会，支部书记赵海茵主持

会议。会上开展了“三甲”复评动员，要求与会党员高度重

视并积极做好迎评工作，党员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服务好

每一位患者，做好精细化服务，台账要落实细致完整。同时，

会上还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并表示接下

来支部将会围绕学习党史，迎评三甲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勉

励与会党员积极参与，认真做好学习笔记。会议最后，支部

党员交流了观看学习《榜样 5》的心得体会，党员们认为就

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

的凡人”，每一位党员都能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做好自己本

职工作，一定也可以发光发热。

3.妇产科党支部：3 月 26 日，妇产科党支部在住院部五

楼示教室召开党支部大会，支部书记叶慧君主持会议。会上

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印发《关于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并部署了相关系列

活动，鼓励与会党员积极参学。会上，与会党员学习了理论

参阅内容，并作了三甲复评再动员及说明三级查房及三甲复

评情况、台帐知识及准备情况、支部建设和检查、普及中医

基础知识等。



4.神经外科党支部：3 月 31 日，神外支部开展了党史学

习暨《习近平在浙江》学习主题党日活动，此次活动主题是

“重温党史忆初心 砥砺前行担使命”。会上，神外支部开

展了支部党史教育学习动员，向每一位党员发放了《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知识问答》及党史学习教育笔记本，

强调党史学习要将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把三甲复评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 DRGS 等中心工作融入到党史学习当中

去，并动员支部党员通过各种渠道学习《习近平在浙江》系

列文章，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人民的深切关爱及深

情厚谊，牢记总书记的期望和殷切嘱托，要求广大党员同志

们在医院中心工作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走在前列，赶

在实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窗口”贡献自己力

量。会上，与会党员学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等三篇文章，支部书记何民讲

了题为《为人民服务——永远不变的初心与使命》的党课。

5.泌尿外科、男科党支部：3 月 30 日，泌尿外科、男科

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传达院党委近期工作安排。会上着重强

调了清廉医院建设，要求每位党员心中要有底线意识，时刻

坚守底线，不碰红线。同时，根据医院党委及支部党史学习

安排，与会党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会

上还进行了三甲复评动员大会，号召党员冲锋在前，起到模

范带头作用。

6.肝胆外科、肛肠外科联合党支部：4 月 1 日，肝胆外

科、肛肠外科联合党支部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动员大会。



支部书记方华瑾传达了医院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要

求与会党员积极投身其中，将党史学习教育和三甲复评，医

院的发展融合。支部书记、纪委委员及支委围绕《论中国共

产党历史》《中共党史知识问题》开展了学习，并号召支部

党员传承红色基因，讲奉献，讲实干。会议强调，全体党员

干部群众，要深刻认识学党史的重要意义，不断在学党史中

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医院发展新征程。

7.药剂科第一党支部：3 月 31 日，药剂科第一党支部召

开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动员大会暨三甲复评创建工作推进

会，支部全体党员及教职工参加会议。会上，支部书记陈锋

传达了医院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要求全体党员积极

投身其中，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智慧和力量，围绕医院

中心工作，立足岗位做骨干和模范。骆红飞主任对三甲创建

相关工作作了部署，支部书记陈锋强调了工作要求，并布置

了下一步的督察工作。随后，陈锋、樊磊、姚静、吴红梅等

多名支部老党员分别就“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医院发

展史”四个维度讲了党课，回顾了艰苦奋斗的岁月和取得的

伟大成就，号召支部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实事求是，务实担

当，以昂扬斗志投入到医院的工作和建设中去。

8.行政第一党支部：为积极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更

好地开展基层党建服务工作，4 月 9 日，行政第一党支部与

康桥街道康桥村社区党支部联合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主题

党日活动暨支部共建签约仪式。活动中，行政第一党支部负

责人周明和康桥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莫小敏分别介绍了支部



建设情况，并签订支部共建协议书。随后，双方党员共同观

看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述职报告》视频，引导党员读懂党百

年历史中的“变”与“不变”，从百年党史中感悟初心使命，

汲取智慧力量，脚踏实地接续奋斗。随后，双方支部党员、

我院康桥分院医护团队联合开展了便民志愿服务，将共建工

作落到实处。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实践形式，也是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的有益尝试。

9.门诊联合党支部：4 月 20 日，门诊联合党支部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动员大会。支部书记马寅锋传达了医院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强调目标要求及重点举措。会议要

求广大党员同志要积极投身到党史学习教育中去，并将党史

学习教育和三甲复评、医院及科室的发展融合起来。随后支

部书记马寅锋开展了党课，带领与会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历

史，号召支部党员传承红色基因，讲奉献，讲实干。

10.麻醉科手术室消毒供应中心联合党支部：4 月 20 日，

麻醉科手术室消毒供应中心联合党支部开展了党员大会，会

议由支部书记李跃兵主持，其传达了院党委《关于印发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并带领与会党员一起学习

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理论学习

参阅》等。李跃兵强调，每位党员同志都要高度重视三甲复

评并积极做好三甲迎评工作，党员要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二、以开展义诊活动为依托，持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



1.感染性疾病科党支部：3 月 18 日是第 21 个“全国爱

肝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爱肝护肝、防治结合、遏制肝

炎”。为进一步普及肝炎防治知识，增强社区民众防病、治

病能力，感染性疾病科党支部全体党员应邀前往紫金港社区

进行健康宣教及义诊活动。活动于上午 9:30 准时开始，支

部党员首先为社区居民带来了“非传染性肝病防治方法”、

“老年膳食指南”两场讲座，让居民对肝病防治及日常饮食

有了进一步了解。随后进行了义诊、中医护理体验、免费测

血糖、血压等活动，受到社区群众的欢迎，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2.放射科党支部：3 月 24 日，放射科党支部前往和睦社

区举行“影”领健康，爱传万家之“关注心脑血管，呵护女

性健康”义诊系列活动。此次活动为社区居民开设了心脑血

管疾病问诊咨询、乳腺检查及健康知识科普等，并发放了心

脑血管及乳腺健康知识宣传册及 100 张感恩活动券（免挂号

费、检查药费等耗材费用）。针对每一位居民的疑问，支部

党员都进行了耐心解答，并给出了合理建议和意见；对每一

位有需求的乳腺患者，也都进行了仔细触诊并予以处理意见，

周到细致的服务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3.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全科医学科联合党支部：3 月

25 日，由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全科医学科联合党支部书记

黄晟主任带领、健康教育学院协办的义诊活动在杭州市社会

福利中心开展。黄晟主任针对老年患者极为常见的“咳嗽”

这一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张织雯护士



长带领现场的老人们一起学习呼吸操，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

讲解和示范。讲座结束后，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医疗咨询、测

血压、中医护理服务等内容，医护人员亲切地询问老人们的

身体情况，并耐心讲解了老年人的多发病的预防保健知识，

详细解答了老人们提出的健康问题，给予了合理建议和治疗

方案。

4.泌尿外科、男科党支部与病理科、超声科联合党支部：

4 月 17 日，泌尿外科、男科党支部与病理科、超声科联合党

支部来到钱塘区新湾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举办前列腺癌

公益筛查义诊活动。活动开始前，支部书记段跃为参与群众

介绍了义诊活动的目的和参加义诊活动医生的擅长领域。本

次活动向当地居民群众提供免费问诊 150 余人次，免费前列

腺异性抗原检测 40 余人次，免费 B 超检查 70 余人次，免费

测血糖 30 余人次，现场发放疾病知识宣传手册 160 余份，

获得了当地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义诊结束后，党员同志么

还前往临江兵团知青文化园（临江围垦文化园）参观了知青

文化纪念馆，通过聆听革命故事、围垦故事，体会学习知青

们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开拓精神，两袖清风、公而忘私的

奉献精神和团结协作、担当有为的奋斗精神。

三、以探访红色故地为契机，深入开展“学党史 寻红

迹”主题党日活动

1.医学检验科党支部：3 月 13 日上午，医学检验科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来到了位于西湖边北山街的中国共产党杭

州历史馆参观学习。三个展厅——“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杭



州篇章”“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杭州记忆”和“走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杭州实践”展示了一段段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

历史。此次参观让党员同志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了更深

一步的了解，重温历史的同时也见证了时代发展的过程，令

人油生强烈的爱国情感。

2.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全科医学科联合党支部与消化

内科党支部：3 月 28 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全科医学科

联合党支部与消化内科党支部的党员同志一行 24 人在清明

前夕，前往余姚梁弄古镇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并

参观了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旧群址。一段段风云历史清晰

地呈现于眼前，一幅幅图片描绘出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画卷，

一件件实物展品镌刻着岁月维艰与胜利不易，承载着浙东革

命先辈舍身忘我、艰苦奋斗的英勇事迹。通过本次活动，大

家纷纷表示，作为党员要发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

献的精神，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有责任的新时代

共产党员；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新时代医务工作者，为推动医院的发展做出应有

贡献。

3.行政第二党支部：3 月 27 日，行政第二党支部党员干

部在支部书记王纪兴的带领下，前往杭州党史馆进行参观学

习，传承红色基因，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展馆之前，支

部召开党员大会，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领悟了“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

新局”的精神实质。会议还传达学习了校党委书记黄文秀在



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会上党员代表互相交流了

《榜样》专题节目的学习体会。最后，支部书记王纪兴对等

级医院评审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结束后，与会党

员开始了参观之旅。馆内一件件珍贵实物、一幅幅精彩照片，

反映了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的奋斗史、创新史和自身

建设史，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取得的丰功伟绩和基本经验，

突出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杭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在发展中取

得的辉煌成就和杭州作为“三地”“一窗口”省会城市的政

治担当。

4.神经外科党支部：4 月 4 日，神经外科党支部部分党

员来到了钱塘江边的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缅怀先烈。参观

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使党员同志们在回忆历史，缅怀先

烈的同时，深深地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身心都

受到了彻底的洗礼。支部书记何民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我

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要到哪里去？革命烈士已经

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将

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初心与使命。

5.医学检验科党支部：4 月 7 日，医学检验科党支部来

到功勋苑为王伟烈士扫墓，党员同志们敬献鲜花，并在墓碑

前三鞠躬以表达对王伟烈士的缅怀敬仰之情。今年是王伟同

志牺牲 20 周年纪念，我们永远都不能忘却一架编号为 81192



的歼 8II 战斗机，以及驾驶他的飞行员——王伟。时至 2019

年，我国成功研发出歼 20 战斗机，并顺利举行了试飞仪式，

我国也一步一步跻身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大国。20 年过去，英

雄一直未被人们遗忘英雄从未远去。

6.离退休党支部和急诊医学科、儿科联合党支部：在建

党 100 周年之际，离退休党支部携手急诊医学科、儿科联合

党支部前往嘉兴南湖进行参观学习，重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华儿女的百年艰苦奋斗史，接受了一次传统革命教育。活

动中，“新华两代人”共同瞻仰了南湖红船，红船精神代代

传，悠然停放在浙江嘉兴南湖湖心岛一隅的红船，是中国共

产党的“母亲河”，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大事件”，

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

7.行政第一党支部、行政第六党支部：为扎实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增强党史教育直观感受，行

政第一党支部、行政第六党支部联合建行文晖支行党支部赴

杭州日报报史馆参观见学。杭州日报报史馆展厅包括图文展

和实物展两部分，记录着党的新闻事业从铅字印刷到激光排

版再到数据网络的更新换代，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发

展。通过参观，党员同志们感受到了六十多年来《杭州日报》

始终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责任担当，始终旗帜鲜明展现主流媒体的职责使命，这其中

也镌刻着数代人用青春热血书写党的宣传事业的奋斗华章。

参观结束后，院党委副书记贺晓鸣同志强调，历代日报人所

持有的职业情怀、匠心精神、高尚情操是一笔无可比拟的精



神财富，值得所有党员学习和传承，同时勉励大家将此次见

学收获运用到实际行动中，把党史学习教育和三甲复评等医

院中心工作有机结合，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为推动医院全面建设发挥作用。

四、以中医药为特色，大力传承中医药文化

1.在建党百年之际，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

由党政办、宣传部、门办（名中医馆）、护理部、后勤服务

中心、工会、医务部、中药房等部门（科室）共同举办的“中

医药文化月”于 4 月正式开启。本次文化月的主题是“迎百

年华诞，展岐黄风采”,文化月期间（4 月-5 月），将举办

系列中医药活动，旨在弘扬中医药文化，展现我院中医药特

色，提高公众中医养生保健素养，促进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

发展。

2.药剂科第二党支部：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更好地继

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4 月 20 日，药剂科第二党支部“中草

药进课堂”系列活动走进杭州市建新小学，展开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教学”活动。课堂上同学们通过眼观、手摸、嘴尝

等与中草药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交流，展现出了浓郁的中医药

学习氛围，获得了学校老师、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