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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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

实浙江省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强化广大教职工安全生产

意识，推动“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开展，筑牢安全生产防

线，6 月 17-18 日，我院各党支部积极组织支部党员观看了

《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论述》电视专题片，开展安全生产专题教育。

2.6 月 23 日下午，我院组织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

学习会，观看视频《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开展保密教育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专题学习《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省委十四届九次全

会精神、《2021 年浙江省医院党建工作要点》。会议由院党



委书记陈卫建主持，全体中心组成员、全院中层干部及党支

部书记参加会议。

3.7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

北京天安门地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我院组织全体教职工、

学生党员以集中收看直播或支部分会场收看直播的方式共

同见证盛况。

4.行政第三党支部：6 月 17 日下午，行政第三党支部组

织召开了党员大会暨安全生产教育专题会，会议由支部书记

金瑛主持。会上，与会党员进行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政

治理论教育学习分享，诵读了一段文献史料——革命烈士

“小萝卜头”的故事，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为 9 名五

六月份入党的党员送上政治生日贺卡以及祝福，集体过了一

个有意义的政治生日。最后，支部党员还分享了入党的故事。

5.行政第一党支部：6 月 17 日下午，行政第一党支部组

织召开了党员扩大会议暨安全生产教育专题会，会议由周明

主任主持。会议组织党员和教职工观看了《生命重于泰山》

专题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并传

达了院周会上张威院长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部署，要求

抓紧抓严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同时

要求全体教职工克服麻痹思想，慎始如终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会上，支部开展了廉政警示教育，通报了近期典型案例，

并要求全体党员及教职工思想上高度重视，讲政治、守规矩、

依法依规依纪办事用权，强化廉政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守住

廉政底线，为医院建设发展提供清廉保障。



6.麻醉科、手术室联合党支部：6 月 17 日上午，麻醉科、

手术室联合党支部开展廉政警示教育会议。会上，支部书记

李跃兵同志传达了院纪委书记陈华同志的重要讲话，会议通

报了近期医疗行业违纪违法事件等，并以丽水市中心医院麻

醉科事件告诫与会党员引以为戒。会议强调，当前各行各业

特别是医疗行业更需要讲政治，要依法办事，科室全体人员

要做到严以律己，领导管好队伍、员工管好自身，以更大的

热情和精湛的技术投入到工作岗位上。

7.神经外科党支部：6 月 17 日，神经外科党支部召开党

员扩大会议传达医院廉政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及《生命重于泰

山》电视专题片精神，会议由支部书记何书记主持。会议列

举了医疗教育系统数个违规违纪腐败典型案例，发人深省，

教训深刻。参会职工纷纷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拒腐防

变的能力，强化自我约束，以清廉底色建设一流的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随后，与会人员共同交流学习了《生命重于泰

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

片的内容，要求大家把安全生产作为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来

抓，人人争当安全员，为科室医院的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8.病理科、超声科联合党支部：6 月 18 日中午，病理科、

超声科联合党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会议由支部书记彭发

全主持。会上，与会党员共同学习了《理论学习参阅》第 15-17

期有关内容，并开展了上半年支部教职员工意识形态研判分

析，作了意识形态工作总结。会议开展了廉政教育警示学习，

传达院周会廉政教育学习精神，要求全体党员及教职工思想

上高度重视，严守纪律、依法执业，讲“正气、中气、人气”，



守住廉政底线。随后，支部党员进行了入党故事分享。最后，

党员和教职工一同观看了《生命重于泰山》专题片，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要求支部党员及教职

工树立安全责任意识，尤其是和自己工作相关的安全生产，

如危化品安全，仪器设备用电安全等，把细节工作落到实处。

9.妇产科党支部：6 月 18 日中午，妇产科党支部召开科

室及支部党员大会，会议由支部书记叶慧君书记。会上，与

会人员共同学习了《理论学习参阅》第 15-17 期有关内容及

党史学习教育简报，并开展了廉政教育警示学习。会议还讨

论并安排了七月份社区义诊活动及下半年大型义诊活动。会

议最后，党员和教职工一同观看了《生命重于泰山》专题片，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调了诊疗活

动中生命至上原则。

10.泌尿外科党支部：6 月 22 日早上早交班后，泌尿外

科全体教职工召开廉政警示教育大会，以典型案例为警醒，

居安思危，严格自我管理。中午，泌尿外科党支部召开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支部书记段跃主持。会上，支部党员陶婷婷

作了党史专题讲座第五讲（1940—1950 年党史），随后全体

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会议还进行了年中经费使用公示，并

集中学习了《理论学习参阅》第 15-17 期及党史学习教育简

报有关内容。

11.药剂科第二党支部：6 月 28 日中午，药剂科第二党

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会议由支部书记赵海茵主持。与会

党员一起观看了专题纪录片《百炼成钢》之万众一心，学习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



尊重科学”抗震救灾精神。会议传达了党建思政例会精神，

强调要重视安全生产，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包括网络安全、

舆情监控等，坚持清廉医院建设，强调细节工作要落到实处，

严守纪律。与会党员还进行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及浙江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精神的学习。会议最后，布置了

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相关事宜。

12.神经外科党支部：6 月 28 日中午，神经外科党支部

在示教室召开主题党日大会暨第五次党史集中学习，党支部

书记何民主持会议。会上，何民带领支部全体党员重温了入

党誓词，支委陈立讲了党课《学党史敬英雄》，讲述杨靖宇、

焦裕禄和杨利伟三位革命英雄的故事。会议传达了第三次思

政例会内容，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全文，传

达了浙江省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及省委组织部关

于中共浙江省医院党建工作要点内容。会上，与会党员开展

了党史集中学习，共同学习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部分内

容。会议最后，支部布置了支部党员社区报到事宜。

13.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及心理科联合党支部：6 月 28

日中午，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及心理科联合党支部召开主题

党日活动暨党史集中学习，支部书记徐彬主持会议。会上，

与会党员观看了党建纪录影片，并在徐彬书记的带领下，进

行了重温入党誓词。随后，支部委员张晓平诵读了中共党史

文献史料，副书记吴忧分享了历史故事——三所里战役：步

兵史上的奇迹。徐彬结合党史教育学习进行了会议总结，并

传达了院党建思政例会内容，再次强调了安全生产工作，同

时布置了支部党员社区报到事宜。



14.骨科脊柱科、整形美容科联合党支部：6 月 28 日中

午，骨科脊柱科、整形美容科联合党支部在示教室召开主题

党日活动，支部书记董黎强主持。董黎强带领支部全体党员

重温了入党誓词，并组织观看了文献专题片《敢叫日月换新

天》。会议传达了院第三次思政例会内容，学习了《中国共

产党组织工作条例》全文，传达了浙江省省委十四届九次全

体会议精神及省委组织部关于中共浙江省医院党建工作要

点内容。随后，支部开展了党史集中学习——学习《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部分内容、支委储婷婷诵读了一段中共党史文

献史料。

15.急诊医学科、儿科联合党支部：6 月 28 日中午，急

诊医学科、儿科联合党支部在示教室召开主题党日活动，支

部书记周冰之书记主持会议。会上，周冰之带领支部全体党

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并组织观看了文献专题片《中国共产党

党小组成立》。会议传达了第三次思政例会内容，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全文，传达了浙江省省委十四届九

次全体会议精神及省委组织部关于中共浙江省医院党建工

作要点内容。与会党员还进行了党史集中学习——学习《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部分内容、周冰之诵读中共党史文献史料。

16.医学检验科党支部：6 月 28 日晚上，医学检验科党

支部召开主题为“聆听党史故事，感受百年风华”的党员大

会。会上，新老党员代表讲述了“我的入党故事”，党员代

表分享了一段党史故事，并诵读了相关文献史料。支部书记

王寅同志做总结发言，并向与会党员传达了院党建思政会议

重点内容。



17.行政第四党支部：6 月 28 日-29 日，为贯彻落实院

党委党史学习教育，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行政第四党支部认

真组织党员开展学习教育，落实“六个一”活动。活动中，

支部书记赵蕾带领支部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并开展了

聆听一个历史故事《身残志坚的抗日巾帼英雄——吴梅的故

事》、诵读一段文献史料——《党的建设问题》、观看纪录

影片《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亢慕义斋》等活动。支部党

员还前往江南红巷——小营巷，参观了“中共杭州小组纪念

馆”及“毛主席视察小营巷纪念馆”。

18.风湿免疫科党支部：6 月 29 日中午，风湿免疫科党

支部书记杨科朋带领科室党员前往浙江省博物馆参观浙江

现代革命历史，学习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解放浙江解放的光

辉历程，并重温了入党誓词。活动中，王新昌副院长讲述红

色精神奋斗征程，支部党员共同聆听了红色故事。

19.胸外血管外科联合党支部：6 月 30 日，胸外血管外

科联合党支部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由支部书记王奕

主持。活动中，与会党员共同学习了《理论学习参阅》（第

15 期-第 18 期）、纪检简报 2021 年第 5 期、医疗服务行业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等，会议还传达了关于组织开展党史专题宣讲活动的通知及

关于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要求。

20.感染性疾病科党支部：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感染性疾病科党支部于 6 月 30 日中午在肝病科示教

室围绕“六个一”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支部书记孙涛带领

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科室老党员施维群同志带来《钱



学森·一心向党的中国航天之父》的故事，科室纪检委员任

泽泽同志诵读了中共一大珍贵史料记载，全体党员观看纪录

片《百炼成钢-从石库门到南湖》，重温一大历史。同时，

支部党员还前往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进行参观学习，开展

红色教育。

21.骨科创伤科、康复医学科联合党支部：6 月 29 日，

为贯彻落实院党委党史学习教育，庆祝党的百年华诞，骨科

创伤科、康复医学科联合党支部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了

“六个一”活动。支部书记吴连国带领支部党员前往浙江省

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学习回顾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解放浙

江解放的光辉历程，支部党员在革命历史纪念馆现场重温了

入党誓词。活动中，党员同志们聆听了一个历史故事《十八

杆红缨枪的革命故事》，诵读了一段红色经典——《文献中

的百年党史》，观看了纪录影片《山河岁月》，同时共同学

习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部分内容。本次活动还传达了院

第三次思政例会内容——学习《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全文，传达浙江省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及省委组织

部关于中共浙江省医院党建工作要点内容。

22.第二临床医学院：毕业季之际，第二临床医学院开

展“铭记党史校史，传承大医精神”毕业生党员主题党日活

动。全体毕业生党员一起参观了校史馆、医史馆和中药馆，

系统学习了中医药发展史和学校的发展历程，切实增强了毕

业生党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医药博物馆现场，

学院党委副书记陈翔勉励全体毕业生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在组织



纪律、精神风貌、思想觉悟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发扬

浙江中医药大学的校训精神、传承第二临床医学院的学院精

神。活动最后，全体毕业生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在 2021

届毕业生党员在校最后一次党课中，党员们一起学党史校

史、悟医者初心，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开启人生全新篇章。

23.学生第四党支部：7 月 3 日，第二临床医学院学生第

四党支部召开了主题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的党史学习教育组织生活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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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同时强调了认真学习《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

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等 4 本党史学习教育“必

读书”。各位党员同志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同时围绕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联系服务党员群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进行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已发现的问题，党员做出承诺，会进

行改进提高。会议最后，支部书记勉励广大党员汲取奋进力

量，立足新时代，争做新贡献，不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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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 18 日，由院党委书记陈卫建亲自带队，一行 12

位医护人员来到了义乌市东朱村文化礼堂、三溪堂中医保健

院开展义诊活动。本次义诊团队涵盖了肿瘤科、肝病科、针



灸科、神经内科、骨伤科、心脑血管科等学科专业的医护专

家，他们耐心地为当地村民开展诊疗、答疑解惑，受到村民

们广泛好评。此次义诊活动是医院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医院数年

来坚持不懈开展医疗下乡活动的延续，亦是弘扬中医药文

化，助力健康中国、健康浙江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

2.重症医学科党支部：6 月 9 日上午，重症医学科党支

部来到混堂巷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传统端午佳节增添一抹

亮色。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居民提供测血糖、量血压等服

务，并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给予居民一些健康指导建议；近距

离与居民沟通，耐心解答老年人关心的高血压、心血管等疾

病的预防、康复指导方面问题；对于监测血压特别高的居民，

医务人员不厌其烦地多次监测，并指导其去相应科室复查；

同时宣教相关中医保健知识，并叮嘱他们多关注自己的身

体，定期体检。本次义诊活动，旨在将贴心服务送到百姓家

中，切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搭建起了居民与医护沟通

的良好桥梁，活动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3.泌尿外科、男科党支部：为深入贯彻“我为群众办实

事”，引导党员不忘初心，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工作实处，6 月 11 日上

午，泌尿外科、男科党支部与祥符街道新文社区党支部联合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并签署共建协议。双方表示，建立医院党

支部与街道党支部互帮互助机制，通过相互交流、相互促进

的方式，最大化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组织建设互

促、党支部内资源互补、党建活动共建、重点工作共商、双



方发展共谋等形式，实现 1+1>2 的共建效果，并签订了支部

共建协议书。随后，党员同志们在社区开展了“端午安康•
关爱老人健康行”多党支部联合社区义诊活动。

4.肝胆外科、肛肠外科联合党支部：为迎接建党 100 周

年，深入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和激励党员立足本职、

服务群众，坚持“学党史担使命当先锋”，6 月 18 日下午，

肝胆外科、肛肠外科联合党支部响应号召，前往和睦社区开

展健康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党员们为居民测量血压、提供

专业的医疗健康指导、耳穴压豆中医技术，耐心解答各类疾

病问题，并向居民们发放相关疾病防治知识宣传资料，以提

高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义诊活动吸引了居民们

的积极参与，党员同志们也通过义诊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情

怀。

5.药剂科第一党支部：6 月 20 日，药剂科第一党支部党

员在支部书记陈锋的带领下，冒着瓢泼大雨前往党百年起航

之地嘉兴南湖，开展“感悟红船精神，赓续红色根脉”主题

党日活动。从南湖革命纪念馆汲取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

顽强奋斗的力量；在一大原址夯实信仰之基、铸造忠诚忠诚

之魂。下午，支部党员们走进社区，开展“庆百年华诞寻初

心、药百姓安康送服务”特色药学服务活动，响应习总书记

“学党史、悟思想、干实事、开新局”号召，用实际行动服

务百名老人、献礼百年华诞。缜密的活动安排，丰富的服务

内容，受到了群众和社区党委的一致好评。

6.麻醉科、手术室、消毒供应中心联合党支部，泌尿外

科党支部：6 月 22 日上午，麻醉科、手术室、消毒供应中心



联合党支部与泌尿外科党支部受邀来到杭州市第一社会福

利院，参加“庆祝建党百年暨扶弱助残党建联盟携手圆梦”

主题活动，用实际行动捧出一份关怀，献上一份爱心，为杭

城孤残人员增添一份温馨。此次活动由杭州市民政局主办，

同时新浪微博、百度、爱奇艺、新华社现场云等多家媒体进

行同步现场直播。

7.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及心理科联合党支部：6 月 24 日

上午，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及心理科联合党支部前往求智社

区开展义诊活动，支部副书记吴忧在求智社区活动中心为老

年人讲了一堂“卒中后认知障碍”的课，备受好评。

8.肝胆外科、肛肠外科联合党支部，感染科党支部：6

月 24 日，肝胆外科、肛肠外科联合党支部联合感染科党支

部，开展社区义诊活动，用实际行动帮助群众。在社区服务

大厅，我院肛肠科毛捷鸿主任、感染科茹清静主任为广大居

民进行了专业的健康知识咨询活动，并耐心详细地为前来咨

询的社区居民就科学用药、疾病检查、疾病防控、医疗保健

等医疗知识进行了现场答疑。同时，安延景等护士为居民们

带去了测量血压、中医耳穴压豆等特色治疗，并为社区居民

发放健康教育宣传材料，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居民及一

些老年人自我预防及自我保健的生活小常识。本次义诊活动

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做到了“便民、利民、惠民”。

9.急诊医学科、儿科联合党支部：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

为深入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和激励党员立足本职、服

务群众，坚持“学党史担使命当先锋”，急诊医学科、儿科

联合党支部响应号召，前往紫金港社区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公



益性应急救护培训。本次培训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急诊科主任

周冰之医师及相关专业培训讲师通过现场理论讲解、示范操

作、实践演练等形式，对现场参加人员进行心肺复苏、中暑

急救、溺水营救、气道梗阻急救等应急知识培训。培训讲师

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详细地介绍心肺复苏、中暑、溺水

等紧急救援相关知识，提升大家对应急救护重要性的认识。

培训中，通过现场模拟的方式，让大家身临其境，进一步增

强对意外伤害处理方法和技能的理解，加深印象，力求实效，

使参加培训的每一个人都能全面掌握基本应急救护技能。

10.神经外科党支部：6 月 25 日上午，神经外科党支部

在沈塘桥社区阳光老人家活动中心为社区老人讲了一堂“如

何预防脑卒中”的科普课，杜杭根主任从谨慎用药、劳逸结

合、合理饮食、娱乐活动等方面进行了讲解，提醒居民养成

健康习惯，提高身体素质，受到在座老年朋友的欢迎和好评。

讲座结束后，杜主任针对老人们提出的自身健康问题进行了

答惑解疑。

11.风湿免疫科党支部：近日，风湿免疫科党支部进行

了多场健康公益活动，为百姓带去优质的医疗服务。6 月 7

日，支部多位党员医护进入文三社区开展健康讲座及中医护

理服务。6 月 25 日，支部联合骨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皮肤科等支部走进良渚随园嘉树老年公寓开展大型义诊。在

社区及老年公寓义诊现场，陈慕芝副主任医师及在场的专家

耐心对现场居民答疑解惑、把脉查体问诊，护理专家也为居

民提供中医辩证护理技术及健康宣教，活动中耳穴压豆技术

深受居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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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接建党百年华诞之际，6 月 29 日下午，医院党委

书记陈卫建带领理论中心组成员来到浙江省档案馆，参观

“百年潮涌——浙江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型展

览”，并重温入党誓词。陈卫建书记表示，要从百年党史和

浙江发展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以实际行动忠实

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更加创新的思路、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为健康浙江、中医药强省建设和建设守

正创新特色鲜明的一流中医药大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2.血液科党支部、肿瘤内科党支部：6 月 19 日，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血液科党支部联合肿瘤内科党支

部走进浙江安吉余村，开展了党史学习活动，实地感受“绿

水青山”的创新发展之路。通过对余村的现场考察、学习与

交流，党员们切实感受了“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重要思

想实践的巨大力量，对“两山”理念有了更直观和更深刻的

理解。党员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两山”理念，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当，敢作为，进一步提升自己履职

担当能力，推动医院稳步发展。

3.行政第六党支部：6 月 26 日上午，行政第六党支部开

展“守红色根脉，固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赴

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见学，庆祝党的生日，重温浙江革

命历史，赓续红色根脉。展厅中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史料、一



幅幅老旧的照片图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投影，给党员们带

来了极大的震撼，大家仿佛亲身经历了那段波澜壮阔、惊心

动魄的革命历程，切身体悟到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美好生

活来之不易，并表示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学习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守牢红

色根脉，不忘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爱岗敬业，扎实工

作，为推动医院全面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参观结束后，支

部书记主持了廉政教育学习，传达了医院医疗服务行业腐败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和开展“一清理、两专项”工作方案，

强调了意识形态和保密教育工作。

4.重症医学科党支部：6 月 26 日上午，重症医学科党支

部在支部书记吕翔燕的带领下参观了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

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对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通过一件件革命

文物，以及现代化的展示手法，纪念馆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重

要的历史时刻和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浙江人民浴血奋斗取得浙江解放的光辉历程。一张张真实

的历史资料画面，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惨案，激起了支部党员

心中的敬仰之情，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了一个真理——落后

就要挨打！党员同志们表示，要不忘国耻，继承前辈遗志，

发扬前辈精神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5.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及心理科联合支部：6 月 27 日，

神经内科，老年病科及心理科联合支部在徐彬书记带领下参

观了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感受历史变迁，主题的背景墙

将大家带回到了浙江人民抗战、革命的那段艰难岁月，接受

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



6.内分泌科党支部：为贯彻落实院党委党史学习教育，

庆祝党的百年华诞，6 月 29 日中午，支部书记胡江组织支部

党员一起前往浙江省博物馆参观浙江现代革命历史，学习回

顾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浴血奋斗取得浙江解放的光辉历程，

并在现场进行了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中，支部党员王彩娇讲

述了红色精神奋斗征程，李能娟诵读了一段红色文献史料。

7.风湿免疫科党支部：6 月 29 日中午，风湿免疫科党支

部组织党员参观了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展“六个一”主

题党日活动。在革命历史纪念馆，王新昌副院长结合珍贵的

文物和历史资料向党员们讲述了浙江历史沿革红色精神奋

斗征程，杨科朋副书记带领党员们重温了入党誓词。一幅幅

老旧的照片图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投影，党员们如身临其

境，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艰难、浴血奋斗的历程使党员们深刻

认识到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最后，党员们纷纷表示要学习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学党史，明事理，敢担当，不忘医者

初心。

8.病理科、超声科联合党支部：7 月 1 日，在党的百年

诞辰之际，病理科、超声科联合党支部开展党史主题教育系

列活动，落实“六个一”活动。中午，支部组织召开第五次

学党史专题学习会，学习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部分内容；

会议传达了院第三次思政例会内容，学习《中国共产党组织

工作条例》全文，传达浙江省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

及省委组织部关于中共浙江省医院党建工作要点内容。傍

晚，支部全体党员前往浙江省博物馆参观，重温中国共产党

浴血奋斗解放浙江解放的光辉历程，并在支部书记彭发全同



志的领誓下，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中，党员同志们聆听了历

史故事《可爱的中国》——方志敏烈士的英雄故事；诵读了

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先进事迹材料；观看了纪录影片

《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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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科党支部：6 月 8 日，医学检验科党支部组

织党员观看谍战题材电影《悬崖之上》。影片反映了我党在

最艰苦卓绝的时期，党员们坚守信仰，坚定信念，坚持信心，

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取得了革命任务最终的胜利。如今的

幸福生活，正是由这些先辈们流血牺牲，无私奉献换来的。

观影后党员们纷纷表示，学习党史，就是为了更好的走向未

来，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们的伟大精神，筑牢自己的

精神底座，秉持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四个自信”，

从而获得始终前进的不竭动力。相信当未来我们可能面对的

无数个“悬崖之上”的时刻时，都能最终转向实现伟大的民

族复兴！

2.风湿免疫科党支部：7 月 1 日晚，风湿免疫科党支部

党员一起观看了电影《1921》，重温了党的诞生。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革命先烈们玉汝于成，艰苦奋斗，带领中华人民

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全新的乐章。人民

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

闪耀皆信仰，愿尽一己之力，为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增砖添瓦。

3.门诊联合党支部：为庆祝中共百年华诞，引导广大党

员、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7 月 1



日晚，门诊联合党支部开展了爱国红色电影《1921》观影活

动。电影《1921》讲述了首批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危亡的

困境出发，将青春理想化作救国救民、寻求真理的信念，在

风雨如磐的日子中担起了救亡图存重任，让中国革命前途焕

然一新的故事。观影结束后，支部党员首先对观看《1921》

进行了思想交流，表示作为党员，要矢志不渝继承影片中首

批共产党人展现出的这份家国担当和理想信念，励志做一名

满怀理想和拼劲的医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