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群策群力助推医院发展
3月 17日袁 我院召开第六届七次职工代表

大会袁 全院各科室各部门的 64正式代表和 4名
列席代表带着共同助推医院发展的热情出席了
会议遥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华深院长所作的
叶医院工作报告曳和叶医院十三五发展规规划和三
年行动计划曳袁财务科副科长吕小萍的叶医院财务
分析报告曳袁工会主席卢伟良科长所作的叶医院工
会工作报告曳袁以及院监委李淑华主任所做的叶医
院院务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曳遥

据悉袁本次职代会收到代表提案 38件袁内容
涉及人才培养尧老年科建设与发展尧医技检验尧信
息系统尧财务尧后勤尧保姆管理等范畴遥 代表分组
讨论时袁代表提出了的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袁反映了职工代表关心医院发展袁参与医院
的民主决策尧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遥 在会上袁华深院长表示袁大会闭幕以后袁医
院将及时召集相关领导以及各职能科室袁对这些
提案尧意见尧建议进行认真的研究尧整改和落实遥

音野三八冶女德教育展巾帼素养

野我今生要把我美好而坚定的信仰传播给
那些迷茫的人袁让他们也因此觉醒和伟大浴 我要
把喜悦带给那些苦难的人袁让他们因此幸福浴 我
要把智慧和真理带给那些黑暗中的人袁让他们重
见光明噎噎冶3月 2日晚上的金华市第二医院灯
火通明袁传来阵阵读书声遥 17时 50许袁在医技楼
四楼会议室内袁金华国翰文礼书院院长杨敏为满
座的医院女职工们带来了一堂主题为野女徳涵养
福慧人生 医者仁心福祉人间冶女德教育经典课袁
国学精髓感染着每一位听讲的女医务工作者袁激
励着她们提升自身医德和修养袁志存高远尧心系
民间疾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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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梅园袁尽是
温暖遥我院党员志愿
者们一对一陪同老
年科六个病区的 21
位老人前往市区梅
园游园赏花遥 据了
解袁出来春游是部分
长期住院老人的微
心愿袁欣赏春日里的
美景的同时袁许多老
人露出了发自内心
的笑容遥

渊钟成 康玉娟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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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卫计委和市精卫办的组织下袁 由金华市第二医院华深院长和范卫星副院分
别带队袁于 4月 25日至 4月 28日袁以抽检的方式对全市 12个县(市尧区)精防机构进
行了督导检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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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发病情况如何钥 哪些人群最易受影响钥 如何预
防和自我调节钥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日遥 世界
卫生组织把今年的活动主题确定为院一起来聊聊抑郁

症浴 金华市第二医院心理专家与大家一起聊聊抑郁症噎噎
> > > 3版

4月 11日是第 21个野世界帕金森病日冶遥 据统计袁我国
目前已有 220万的帕金森患者袁该病被称为继肿瘤尧心脑血
管病之后中老年的野第三杀手冶袁每年新发病例近 10万人遥
在我院老年科渊即金华市老年保健护理院冤袁83岁的老人裴
奶奶袁坚持抗野帕冶多年袁从腿脚不稳到如今能早晚扭起最爱
的秧歌舞袁并热心地帮助身边的老人对抗病魔遥 在她看来袁
自己的逐渐康复离不开医护人员的贴心关怀袁三年来袁他们
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印在她的心里袁成为最温暖的动力遥

从医护人员身上感受满满正能量
野起初袁我一直不愿接受自己患上帕金森病袁想着记忆

力下降尧 睡眠质量差尧 腰腿疼痛等不适都是衰老的正常现
象遥可没过多久袁我的腿便开始站不稳袁手也有点抖了袁这时
我才开始重视起来袁辗转奔波于各大医院求诊遥 冶重提起患
病的经历袁裴奶奶依旧心有余悸袁当初不愿面对疾病袁没有
第一时间就医袁以致延误了病情袁回想起来至今有些后悔遥

2015年 10月 12日袁裴奶奶决定住进我院老年科四病
区遥野我很认同这里老有所养尧老有所医的医养结合模式遥你
看我心脏有问题要吃药尧脑血管有问题要吃药尧帕金森病要
吃药袁可以说每天都离不开治疗遥 住在这里袁有专业的医护
人员照顾袁我可以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袁子女也更放心遥冶不
过袁老人的帕金森病变着花样考验着医护人员遥不仅手脚不
听使唤袁还不时出现头晕尧食欲差尧夜间盗汗等状况遥

让她感动的是袁面对自己病情的加重袁医护人员没有一

句抱怨袁而是更尽心尽力地给予照顾遥野我走路走不稳袁护
士长吴珍自己掏钱给我买来拐杖袁 扶着我一步一步练习
走路遥 我因为恶心吃不下东西袁一个月瘦了 4公斤袁主管
医生于足在给我调整治疗方案尧调理饮食的同时袁经常到
我的病房嘘寒问暖袁关注我的身体恢复情况遥护士还特别
为我开小灶袁做些我喜欢吃尧能吃的东西遥 我整夜整夜出
汗袁主任俞波时常帮我做心理疏导袁每一句话都温暖着我
的心噎噎冶
三年来袁这一段段看似微小的经历袁让裴奶奶感受到

的是满满的爱和正能量遥 野他们已经成为我的家人袁走进
了我们每个病患的心里遥 冶在医护人员的鼓励和帮助下袁
老人鼓足了对抗病魔的信心袁每天坚持康复治疗袁效果也
逐渐显现遥野你看袁我现在都可以自如地转圈袁跳我最喜欢
的秧歌舞啦浴冶说话间袁老人向记者演示了几个动作袁还能
蹦起来袁腿脚确实利索了许多遥
用自身经历鼓励野帕友冶对抗病魔
不仅如此袁 裴奶奶还经常鼓励身边的帕金森患者振

作起来袁带着他们一同对抗病魔遥 野其实帕金森病本身并
不可怕袁可怕的是你没有及时就医尧合理治疗遥 如今我能
够丢掉拐棍袁拿起筷子独立生活袁我希望能用我的经历袁
鼓励更多耶帕友爷不抑郁笑起来袁不颤抖舞起来袁开心过好
每个当下遥 冶
我国目前已有 220万的帕金森患者袁60岁以上的老

年人超过 1%患有帕金森病袁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大约有 1.
7%的人患有帕金森病袁70岁以上患病率达 3%~5%遥老年科四
病区主任俞波说袁 尽管目前医学界还不能完全治愈帕金森
病袁但该病并非绝症袁本身不致命袁通常也不会影响寿命遥 不
过袁患者不及时就医接受合理治疗袁很容易导致身体机能下
降袁出现生活不能自理而致残袁以及出现一些可能会威胁到
生命的并发症遥

康复治疗和心理支持是治疗帕金森病的重要方式遥护理
院康复治疗中心治疗师于勰荔说袁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方法
多样袁通常会根据疾病分期袁以及患者症状的不同来选用帕
金森病体操尧关节活动范围训练尧步态训练尧姿势矫正训练尧
平衡训练尧呼吸训练尧日常生活活动训练等方法遥由于该病发
展缓慢袁病程较长袁患者会非常痛苦袁所以很多会出现消极情
绪袁此时便需要医护人员和家人做好患者的心理工作袁让患
者坚强起来袁树立起抗击病魔的决心袁积极配合治疗遥

要注意的是袁野抖尧僵尧慢冶是帕金森病的典型表现遥 抖是
指手尧胳膊尧小腿尧下颌和面部不由自主地抖动曰僵是指肌肉
变得紧绷袁四肢活动的时候感到僵硬尧沉重尧不灵活曰慢是指
动作缓慢袁在日常生活中穿衣尧刷牙尧洗脸等动作变慢袁走路
时无法迈开脚步袁而以小碎步前进遥如果有出现以上症状袁务
必及时就医遥

渊吴 骞 康玉娟冤

抓好党建工作为医院发展助力

党员志愿活动
实现老人微心愿

记金华市优秀护士要要要张晓霞
胡卫平

张晓霞是金华市第二医院老年科
五病区的护士长袁说起她袁同事们都会
说院野我们与张护士长一起共事袁 有说
不完的赞美袁道不尽的情感遥她是我们
心中的白衣天使冶遥

张晓霞所在的科室大多是因无法
正常沟通交流的老年痴呆患者袁 在这
里既需要有过硬的专科技术袁 又需要
敏锐的观察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遥 她
事事亲力亲为袁深得同事们的爱戴遥

有些事经常在老年五病区的医护
工作者中流传袁张晓霞她尽心尽职袁经
常加班加点袁忘我的工作曰她总是对同
事说院野你家在外地袁难得回家一趟袁你
回去好好和家人团聚遥冶然后在节假日
的时候经常安排自己上班遥 其实同事
们也都知道袁 她的父母同样也在百里
之外的磐安袁 她也很需要在节假日的
时候休息袁回去陪伴家人遥在她当护士
长的这些年里袁 她总是无私地先满足

他人遥同事们对她由衷地感激与钦佩遥
有一次袁 一个非常魁梧的病人由于病
情发作出现冲动袁 当时病人手拿装满
垃圾的垃圾桶袁没人敢靠近袁是她娇小
的身躯不顾危险毫不犹豫地第一个冲
上去巧夺掉垃圾桶袁 才使后面的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遥 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
发生袁受伤在所难免袁但从未听她有过
抱怨遥

护士长是科室的野大管家冶袁这话
一点都不假袁她手中有一大串钥匙袁少
说有 20几把钥匙袁有些大小形状相似
标签模糊难易分辨袁每当你需要时袁她
都会在第一时间找出你所需要的钥
匙遥在老年五病区的护士心目中袁她简
直是大家的野救护神冶袁你若某些问题
不懂袁找她袁她会给你讲的很透彻曰静
脉输液针打不进袁找她袁她技术过硬曰
抢救人手不够袁找她袁她 24小时待命曰
等等的一系列袁她都会帮你一起解决遥

张晓霞工作认真尧踏实袁但是在各种先
进评比的名单中很少发现她的名字遥原
来袁 每次评选时她都把机会让给了同
事遥 同事们替她野鸣不平冶袁她总是淡淡
地说院野有你们这些能干的同事袁就是我
最大的荣誉冶遥

在老年五病区工作袁护士们总能时
刻感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遥她总是能从
不同角度袁发掘每个护士的长处袁鼓励
她们在工作中不断学习袁 在学习中成
长遥 一旦她们遇到难题袁她总是会第一
时间给予关注和照顾遥她也会与她们一
起值夜班袁站在临床的最前线袁体恤护
士的甘苦遥

科室的同事说院野在我们心里袁护士
长仿佛是一棵树袁为我们遮风挡雨遥 我
们都以她为榜样袁她是我们每个人的心
灵牧场冶遥

渊护理部整理冤

5月 4日上午袁 医院组织召开党委
扩大会袁党委成员尧支部委员尧工会主席尧
团委书记等参加了会议遥

蒋惠英书记传达贯彻了卫计委党委
书记韦国潭和副书记陈艳同志的重要讲
话精神袁分析讲解了 2017年市卫计委系
统党建重点工作责任清单中的十项主要
工作袁 同时与大家学习分享了市中心医
院野93216冶党务工作经验遥 她指出院去年
的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袁支部活动有声
有色袁2017年的医院党建工作袁 要确保
规定动作做到位袁自选动作有特色遥同时

保持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遥党组织的活力在于活动袁希望党工
团一起行动起来袁弘扬医院快乐文化袁
凝心聚力袁共促发展遥

纪委书记应月桂传达了驻委纪检
组组长董晓晨关于六个典型问责案例
的通报遥她指出袁每位党员及党员领导
干部一定要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尧 反腐
倡廉新常态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袁远离
违纪红线遥 强调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不放松袁医德医风尧职业道德
教育力度要加大遥严管是厚爱袁要盯住

重点事尧重点人尧重点问题袁注重抓早抓
小遥

会上袁院党委与各支部签订了党风廉
政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和年度工作目标
责任书遥下周各支部将与所在科室签订党
风行风建设工作责任书袁 以层层传导袁压
实责任遥

最后袁党委副书记尧院长华深强调袁广
大党员必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袁敢于担当尧甘于奉献袁带领职工袁把各
项工作落小尧落细尧落实袁推动医院管理和
服务不断发展和提升遥 渊康玉娟冤

近日袁利宝保险浙江分公司金华站 12名志愿者走进护理院开展野关爱暖人心 利宝见真情冶爱心活动遥 志愿者与老
人们一起聊天尧康复训练尧唱歌尧拍照噎噎现场满满的爱和能量遥 据了解袁利宝保险浙江分公司还给老人们带来了被子尧
康复器材尧水果等遥 渊康玉娟 摄冤

访胡则孤立学胡氏家风做合格党员
4月 1日袁 市二院党委组织各支部

近 40名党员来到永康方岩袁开展廉政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遥

全体党员首先来到方岩山顶胡公纪
念馆袁通过绘壁尧石刻尧图板尧照片尧书画
等方式了解宋代名臣胡则为官经历和勤
廉事迹袁 纪念馆外围照壁上镌刻着的毛
泽东题词"为官一任袁造福一方"八个大
字袁 使大家对传说中的胡公大帝有了更
真切的认识遥

随后党员们来到胡则出生地袁 方岩
山脚下的胡库村袁 这里是永康市廉政教
育基地要要要胡则史迹馆袁 党员们集中观

看了专题片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院北宋
名臣胡则曳袁 并通过馆内大量的图片尧
文字尧实物袁更系统地了解了胡则生平
事迹遥尤其是胡氏家训袁强调的如何修
身袁如何为官袁如何崇学袁使党员们深
受教育遥

叶胡氏家训曳把个人尧家庭尧家族与
社会尧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袁特别
是家训中提到"为官心存君国"尧"为官
当以家国为重袁以忠孝仁义为上"尧"先
忧后乐袁鞠躬尽瘁"等袁充分展现了胡
氏子孙强烈的家国情怀袁也为胡则"为
官一任 造福一方"及胡氏后代人才辈

出尧官身留名作了最好的诠释遥 对党员干
部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教育意义遥

最后袁党员同志们来到烈士陵园缅怀
了革命先烈遥他们在刘英等革命烈士陵园
前举行了重温入党誓词袁敬献花篮等一系
列简朴而隆重的祭奠仪式袁向为中国革命
事业付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致以最崇高
的敬意遥 党员们通过学习先烈不怕困难袁
不怕恓牲的精神袁 更牢记自己党员身份袁
坚定理想信念袁敢于担当袁在医院建设和
发展中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遥

渊康玉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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