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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我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以来，各党

支部积极行动，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

在全院范围内掀起了学习热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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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 3 日，党委书记陈卫建在医院讲授了题为《学习

百年党史 弘扬抗疫精神》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带领

广大干部职工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并解读了伟大抗疫精

神，讲述了我院抗疫故事，勉励全体教职工不忘初心，砥砺

奋进，为建设一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贡献力量。院党政领

导班子、财务总监、全院中层、党支部书记参加学习。陈卫

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实际行动传承革命精神，切实按

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目标要求，重温百年

波澜壮阔史诗，接续谱写新的时代华章，以昂扬奋进的新姿

态新担当，加快推进特色鲜明、守正创新的一流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建设，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2.药剂科第一党支部：5 月 17 日，药剂科第一党支部以

“学党史、悟思想、明初心、开新局”为题，举行三甲推进

专题主题党日活动。支部书记陈锋传达了院党委 2021 第二

次党政思政列会精神，强调了近期的重点工作，并对全体党

员作了工作要求。会上，支部还开展了“药红药专”论坛第

六期，汪雪峰同志做了《如何迎接等级医院评审》的讲座，

对迎检工作提出详细具体完整的要求。随后，全体与会党员

通过击鼓传花答题形式，开展了“党史暨三甲应知应会”知

识竞赛，比赛中，与会党员你追我赶，气氛热烈，成绩优异，

充分展现了党员们积极备战迎检的精神风貌。会议最后，支

部四位 5 月入党的同志，谈初心、讲历程、重温入党誓言，

集体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政治生日。

3.泌尿外科、男科党支部：5 月 18 日，早上早交班后，

泌尿外科全体教职工一起学习了黄文秀书记的精彩课件《不

忘初心使命 弘扬红船精神》。中午 12:30，泌尿外科、男科

支部召开党史教育专题会，开展了集中学习。会上，支部组

织开展了党史专题讲座第四讲——陈刚同志主讲 1930 年—

1940 年党史。随后，支部书记段跃传达了省卫健委党委书记

张平《把握关键 精准施策 深入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工作》的

讲话精神，强调党员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警示教育。会上，

与会党员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讲

话》《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会议

强调，三甲复评已最后准备阶段，号召全体党员要积极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

4.颈胸血管外科联合支部：5 月 28 日中午，颈胸血管外



科联合支部召开支部会议，支部书记王奕主持。会上，党员

们集中学习了《论中国共产党党史》《2021 年度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要点》《关于做好卫生教育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工作通

知》《学习理论学习参阅》（第 12-14 期）等内容。同时，

会议还传达了“三甲复评”评审反馈会的内容。

5.妇产科支部：5 月 28 日下午，妇产科党支部召开主题

党日活动。支部书记叶慧君向与会党员传达了三级中西医结

合医院等级评审反馈工作会议内容，并强调，虽然评审已结

束，但评审专家留给我们的建议和意见将成为我们宝贵的精

神财富。随后，与会党员集中学习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和理论学习参阅（第 12-14 期）内容。支部书记叶慧君在会

上制定了科室下一步工作目标，要求各位党员处处争先，为

科室发展作出贡献。

6.麻醉科、手术室、消毒供应中心联合党支部：5 月 28

日，麻醉科手术室消毒供应中心联合党支部在三楼示教室开

展党员大会，支部书记李跃兵主持会议。会上，与会党员共

同学习了《论中国共产党党史》、理论学习参阅（第 14 期）

等内容，支部书记李跃兵传达了“三甲复审”评审反馈会内

容。

7.心血管内科党支部：5 月 31 日，心血管内科党支部在

示教室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支部书记易红梅主持会议。与会

党员共同学习了《习近平在浙江》、中医药发展史等内容。

王审主任传达了“三甲复审”评审反馈内容，并肯定科室医

护人员在此次三甲迎评工作中的付出和努力。

8.肿瘤内科党支部：5 月 31 日，肿瘤内科党支部在示教



室开展党员大会，会议由支部书记高文仓主持。会议总结了

三甲复评工作，提出要找差距，提要求，持续质量改进。针

对 2021 年科室责任目标书，负责同志详细解读了下一步科

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要求各位党员处处争先，为科室发展

作出贡献，并再次强调了 DRGS 工作。会上，与会党员共同

学习了理论学习参阅（第 13-14 期）内容。会议还鼓励所有

党员积极参加 6 月 19 日安吉余村党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9.神经外科党支部：5 月 28 日中午，神经外科党支部在

十七楼示教室召开主题党日活动暨第四次党史教育集中学

习。支部书记何民向与会党员通报了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等

级评审反馈工作会议内容，重点强调了党建、管理、临床、

院感、护理、中药组等评审专家的反馈意见，对评审中发现

的亮点进行了学习，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何民强调，

虽然评审已结束，但评审专家留给我们的建议和意见将成为

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会上，党员同志们集中学习了《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中《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及《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两篇文章，并

集中学习了理论参阅十二、十三“习近平在浙江”系列文章

及理论参阅十四《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

等文章。

10.急诊医学科、儿科联合党支部：6 月 9 日，急诊医学

科、儿科联合党支部在急诊二楼示教室开展党员大会，会议

由支部书记周冰之主持。会上，周冰之传达了院党委陈卫建

书记讲授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的内容及精神，并围绕“初

心如磐、使命在肩”讲授了党课，着重强调了每位党员在围



绕医院中心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如何发挥红旗渠精神。会议还

讨论了支部下一次会议即红色教育学习基地的内容，与会党

员共同学习了《理论学习参阅》（第十五、十六期）。

11.学生第一党支部：5 月 10 日学生第一党支部召开了以

“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年风采”为主题的全体党员大会，本

次会议由支部书记高梓馨主持。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五四运动以来的 100 年，

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 100 年，是中国

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 100 年。”高

老师指出，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我们应该要树立远大理想、

热爱祖国，担当起时代的赋予我们的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奋斗。此外，全体与会党员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

党党史》，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表达了自己为党、为人

民奋斗的决心。

12.学生第四党支部：5 月 18 日，学生第四党支部召开了

主题为“学习党史铭初心，比学赶超争一流”的全体党员大会。

会上，支部书记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强

调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讲话精神，同时强调要以建党一百

周年为契机，深入学习党史，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会议最后，

支部书记带领党员重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上的伟大

精神，勉励广大党员汲取奋进力量，立足新时代，争做新贡献。

青年党员表示本次党课学习收益匪浅，作为一名医学生，对党

和社会最大回报就是怀一颗仁爱之心，悬壶济世。



13.研究生第五党支部：5 月 29 日，支部书记杨云开带领

全体党员召开主题为“学党史 知党情 强党性”的党员大会。

会上，书记带领大家回顾了我党的伟大历史，细数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前期的艰难卓绝到如今的民心所向，重温了中共历史上

的几次重要事件。会后，支部书记杨云开强调，重温党史对每

位党员都意义重大，传承红色记忆，忆苦思甜，每位党员都应

加倍珍惜如今的和平生活，同时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延续

党员的优良传统，以己为先，坚守本职，服务大众，投身于新

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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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三党支部：为迎接党的百年华诞，庆祝国际护

士节，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医文化，提高青少年对祖国中

医药文化的了解，5 月 13 日下午，行政第三党支部联合中医

护理小组一同走进拱墅区长阳中学，为学校师生开展中医药

科普，并举行健康义诊，让老师和同学们感受本草底蕴，让

祖国中医文化薪火相传。国家级中医护理骨干董仙娜用生动

活泼的语言，将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化为深入浅出的讲解，

为同学们带来兼具操作性与实用性的青少年近视预防的科

普课程。同时，为帮助教职工缓解颈肩腰腿痛，解决精神紧

张和失眠症状，缓解过度运动产生的后遗症，中医护理小组

成员为他们带来了耳穴压豆、刮痧、拔罐、穴位按摩等中医

技术体验。活动最后，中医养生操教学也掀起了活动现场的

一个小高潮。

2.心血管内科党支部：5 月 14 日，心血管内科党支部及



营养科于晓主任前往蔡马老年公寓开展义诊活动。心血管内

科陈静文主治医师给居民们普及了高血压、高血脂疾病知识

及防治策略，裴菱花主治医师通过现场咨询诊治，解答了居

民们的许多问题，如血压异常增高、血脂异常等；何明丽主

管护师为老人们免费测量血压，应用中医护理技术耳穴压豆

辅助降压并现场演示了高血压保健操。本次义诊活动得到了

居民们的广泛好评。

3.肝胆外科、肛肠外科联合党支部：5 月 17 日上午，肝

胆外科、肛肠外科联合党支部来到溪畔社区为居民开展“关

爱女性，关爱乳房”公益讲座活动，多位社区女性居民参与

聆听并进行了查体和咨询。在讲座现场，马红梅副主任医师

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有趣的故事把高深的中西医乳腺知

识理论及文化诠释得淋漓尽致，并且耐心地解答了居民们关

于乳腺专科方面的疑问；徐文明护师仔细地为老年人测血

压，整个讲座受到了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通过此次讲座，

不仅提高了医院的知名度，也让更多的女性居民提高常规体

检意识，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更好地关爱自己。

4.药剂科第一党支部：6 月 7 日上午，药剂第一党支部

走进和睦社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之“我为群众办实事”

—健康义诊咨询活动。恰逢端午节前夕，支部党员用心准备

了一份香囊香袋，一张贺卡祝福，秉承着“偶尔治愈、常常

帮助、总是关心”的服务理念，把优质药学服务送至百姓跟

前，前后接待咨询测量百余人次。活动受到和睦社区居民热

烈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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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科党支部：5 月 9 日上午,心血管内科党支部

组织党员前往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展了

主题党日活动。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展览内容共有五个部

分：南湖红船与中共一大、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的风暴、

钱江两岸的抗日烽火、走向解放之路。一幅幅的展图、一件

件的展品、一段段的峥嵘岁月、一幕幕浙江革命史的发展历

程，使得党员们进一步了解了浙江在中共党史上的特殊位

置。参观期间，党员同志们还认真聆听了李达夫人王会悟前

辈讲述中共一大召开的故事，并在党旗下重温了入党誓词。

本次活动对于党员而言，不仅是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也是一场触及心灵深处的洗礼。党员们纷纷表示，今后更要

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将他们的精神发扬光大。

2.肝胆外科、肛肠外科联合党支部：为深入开展党史教

育活动，扎实推进党员思想教育，进一步增强党性修养，肝

胆外科、肛肠外科联合党支部于 5 月 10 日组织全体党员前

往都锦生织锦博物馆进行了参观学习。博物馆详实地介绍了

织锦的发展历史和誉满天下、巧夺天工的都锦生织锦工艺。

展品还着重介绍和回顾了著名爱国实业家都锦生先生身处

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的大动荡时代，为保存和发展民族织锦

工艺和设计艺术，不辞辛劳、艰苦创业、忍辱负重，以毕生

心血和勇气践行着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感人事迹。博物

馆里还陈列了大量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

国家领导人莅临视察都锦生并指导工作的珍贵历史文档和



照片，充分展示了我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对爱国主义、技术

革新、实业救国的传统企业家精神的关心和支持。全体支部

成员被老一辈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在万事唯艰的岁月里，心系

家国、无计名利、一往无前的爱国情操和革命精神深深感动，

纷纷表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秉承和发展红色传统，弘扬革命

精神，勇于开拓、无私奉献，为医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3.感染性疾病科党支部：6 月 2 日中午，感染性疾病科

全体党员前往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

题党日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在讲解员的引

导下，沿着场馆展现的历史脉络和时间顺序，大家被一幅幅

图片、一张张图表、一件件实物所震撼，深刻感受领会了一

代代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无私奉献、前仆后继的革命

精神，回顾着在党的领导下，杭州这座城市走过的曲折坎坷

而又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

员进行了一次党史再学习，接受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和深刻

的党性教育。

4.学生第三党支部：5 月 22 日，学生第三党支部全体党

员参观浙江省革命历史纪念馆，走进《钱江潮——浙江现代

革命历史陈列》，了解和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人民浴血

奋战取得浙江解放的光辉历程，重温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

烈，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

起航地，纪念馆分为五个单元，分别是南湖红船与中共一大、

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的风暴、钱江两岸的抗日烽火和走

向解放之路。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支部书记宣利峰老师进

行现场教学，讲述中国共产党的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支



部党员们都认真聆听历史故事，仔细浏览文献史料，积极分

享学习心得。最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5.研究生第六党支部：6 月 5 日，研究生第六党支部联

合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心实验室师生参观浙江革命历史纪念

馆。在纪念馆解说员的引导下，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

观了革命历史纪念馆，见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成长，瞻仰

每一位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参观结束后大家表示，本次的

红色之旅仅仅是我们在学习中的一个“加油站”，虽然时间

很短，但为我们补充了更多的营养和力量，坚定了我们的信

念。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任务，前辈们用血汗换来我

们如今的美好生活，我们应当接过先辈的接力棒为中国梦继

续努力前进。

四、以观影交流、经验分享等为抓手，持续丰富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形式

1.为进一步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5 月 12 日晚，我院组织百名党员前往浙江省人民

大会堂观看了大型现代京剧《战士》。该剧是浙江省庆祝“建

党百年”献礼的戏曲剧目，以老英雄胡兆富为原型，讲述胡

兆富战功赫赫却深藏功名六十年，采用纵横时空交错和表演

形式鲜活多样相契合的叙述手法，将观众带回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胡兆富淡泊名利、坚守初心、不

改本色的人物形象。通过此次观剧，党员同志们受到了深刻

洗礼，对我们的党、党员又有了新的认识，并表示剧中胡兆

富和战友们在枪弹雨林中救死扶伤，值得医疗战线上的医生

学习发扬。



2.麻醉科、手术室、消毒供应中心联合党支部：5 月 14

日 18 时，在支部书记李跃兵的带领下，麻醉科手术室消毒

供应中心联合党支部组织观看了红色电影《悬崖之上》。《悬

崖之上》整体剧情精湛有力，严丝合缝，追忆那个年代让人

热血沸腾，时而泪目，触动了各位党员内心最深处的心弦，

久久不能平静。悬崖之上，黎明之前，致敬所有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支部党员表示，现如今，

在医疗一线还有很多很多的无名英雄，他们为抗疫做出了伟

大的贡献，身为共产党员，不仅要认识到这个身份的重量，

也要肩负起这个名字的责任。

3.血液科党支部：5 月 31 日，血液科党支部组织党员同

志们共同观看了《悬崖之上》。悬崖之上，黎明之前，通过

观影，致敬所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的英雄们。

4.行政第三党支部：5 月 31 日，行政第三党支部组织党

员同志观看了党史教育片《悬崖之上》，并开展“六个一”

主题党日活动。通过观看影片，党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

教育课，革命先辈们大公无私与甘于牺牲奉献的崇高伟大精

神，与敌人斗智斗勇、搏命厮杀，足够冷静睿智的头脑以及

远超常人的强大心理素质，直击心灵，触及灵魂。观影后，

党员同志们表示，如今我们有幸生逢盛世，更当志存高远，

要积极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提振精神、攻坚克难的强

大动力，转化为建设特色鲜明、守正创新的一流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信念坚定，在工作岗位上

履职尽责，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5.心血管内科党支部：6 月 3 日晚上，心血管内科党支



部组织党员观看了电影《悬崖之上》。影片描述的是抗日战

争年代，中共地下党员在置身于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所表

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他们执行任务时的惊心动魄，勇敢与担

当以及视死如归的气魄，令党员同志们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

辈的英雄气概。观影结束后，党员同志们表示，眼前的太平

盛世，是无数像他们一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他们凭

着坚定的信仰，舍身忘死为我们守住了中华民族的骨气。今

天，面对世界复杂多变的环境，我们仍需坚定信念，坚决跟

党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致敬先烈！

致敬历史！

6.神经外科党支部：6 月 7 日晚，神经外科党支部组织

部分党员共同观看了电影《悬崖之上》。电影剧情跌宕起伏，

充满着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观影的党员们表示，中国革命

的先辈们为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做出了牺牲，并在国家危难

之际敢于挺身而出，这是中华民族不亡的精神所在，当下的

我们，正经历医院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虽然希望在前，

但使命依然艰巨，我们要传承先辈的革命精神，继续努力负

重前行！

6.学生第三党支部：5 月 25 日，学生第三党支部举办第

二场学长学姐考研经验分享交流会——“让优秀成为一种

习惯”，旨在通过交流学习学长学姐的优秀经验，不断提升

和磨练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本次主讲人是考取了浙

江大学神经外科的章家豪，推免至浙江大学内科的吕雨琦和

调剂到浙江大学儿外的汪家莉。章家豪考研初试成绩年级第

一，他为在场同学们讲述了自己的考研复习计划，并且推荐



了“1247”的学习方法，建议大家提早准备考研。吕雨琦介

绍了保研的“五架马车”，详细地讲解了有关保研的一些问

题，并表示学的任何知识总有发挥作用的时候。汪家莉主要

分享了个人调剂的经验，提醒学弟学妹们有时候选择比努力

更重要，调剂的过程非常艰难，但是如果选择了，也要勇敢

地面对，坚持下去才会成功。最后，大家踊跃提问关于考研

的疑惑，学长学姐结合自己的感悟，进行耐心解答。

7.研究生第六党支部：6 月 7 日，研究生第六党支部师

生在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心实验室会议室开展《觉醒年代》经

典影视片段互荐会。《觉醒年代》是为庆祝我党成立 100 周

年的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给观众带来一场极大的“历史盛

宴”，一经播出就得到极大的好评。全体师生自主观看，有

感而发，并在互荐会上相互推荐《觉醒年代》中最有感触的

片段，如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就职演说、辜鸿铭—中国人之精

神演讲、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演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