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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11 名援外医疗队队员
赴南京参加全脱产强化培训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心得体会

根据省援外医疗队组派计
划， 我院承担了第 28 期援助桑
给巴尔医疗任务。 1 月 7 日，我
院援桑给巴尔医疗队 11 名队员
在院党委书记杨晶的带领下赴
南京参加为期近五个月的援外
前培训。
援外医疗工作是我国整体

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
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援
外医疗队是医疗卫生领域贯彻
我国整体外交战略的一支重要
力量，代表国家形象，展示国家
发展成果，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承担着对外宣传的重任。
我院曾参加过 3 次援非医

疗任务。 2005 年，骨科陈明、心
内科朱瑞华、 呼吸科张建廷、放
射科高连华以及膳食科赵保庆
5 人援助桑给巴尔 2 年，1989 年
牟仁其、1966 年姜昭伦，他们均
圆满完成任务获得赞誉和表彰。
此次援桑给巴尔的 11 名援
外医疗队队员分别是眼科张震
主任医师、胃肠外科仲永副主任
医师、泌尿外科张俊杰副主任医
师、 妇产科陶巍副主任医师、放
射科徐元顺副主任医师、消化内
科孙西龙主治医师、耳鼻喉科李
华超主治医师、口腔科郑浩主治
医师、 麻醉科刘松涛主治医师、
理疗科苗新旗主治医师以及厨
师高嵩浩。
培训合格后，他们将正式启
程奔赴非洲桑给巴尔开始长达
1 年的援助医疗任务。
徐毓蔓

我院肿瘤内二科主任刘勇荣获《医师报》
“
2017 推动行业前行的力量——
—十大医学新锐”奖
据 2018 年 1 月 7 日的微信
公众号《医师报》，我院肿瘤内二
科主任刘勇荣获“
2017 推动行
业前行的力量——
—十大医学新
锐”奖。
刘勇被誉为“淮海姑息诊疗
的当家人”， 专注癌症姑息治疗
十余年，对癌痛不同的滴定方法
率先进行了专业的系统研究，参
与撰写并获批姑息领域首个国
家重大专项课题，执笔了国内首

部《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参与
编写 《癌性相关性乏力专家共
识》、《化疗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
的处置专家共识》。 他是首届中
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
疗专业委员会（CRPC）姑息未
来之星、 蔚蓝丝带特邀专家、贫
困患者家庭援助基金项目审评
人； 在 CRPC 指导下组建中国
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
会淮海协作组，推进了整个淮海

经济区癌症姑息治疗的进程；他
以己之术，医人之心，不负生命
之托的信任；厚积薄发，敬佑生
命，独剩健康所系的初心。
“推动行业前行的力量”系
列奖项由中国医师协会各专科
医师分会、 专业委员会专家及
《医师报》 主编联盟成员代表担
任评委，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评
选， 以致敬优秀医务工作者,弘
葛馨鸿
扬行业正能量。

近期我们外科一支部
在支部书记卢博同志的带
领下召开了第三次支部会
议，并对十九大报告进行了
深入的学习和讨论。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的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在这个新时代
背景下，如何做好一名合格
的党员，把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贯彻落实到位，为决胜脱
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障，我认为应该从以
下三个方面做起。
一是坚持对党忠诚，做
政治上的合格者。 习总书记
指出，把对党忠诚、为党分
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
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
党人政治本色。 在新时代背
景下， 要始终坚持对党忠
诚，把对党忠诚作为开展一
切工作的前提，不断强化党
的思想政治学习，自觉学习
党章党规，深入学习党的十
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贯彻落实到位。
二是坚持素质技能学
习，做业务上的精干者。 习
总书记指出，注重培养专业
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
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
我们作为临床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 在新时代背景下，
要把精益求精作为立足岗
位的根本要求，要深刻认识
各自的岗位职责，急病人所
急，想病人所想，以精湛的
业务技能为病人解决实际
问题，在各自的岗位上起到
先锋模范作用。
三是坚持严守组织纪
律，做规矩上的守护者。 严
守纪律、恪守规矩是组织工
作有序开展的保证。 自觉做
到从严要求自己、从严管好
自己，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
设学习， 不收受病人红包，
不接受病人宴请，锻造自我
作风过硬，严格遵守相关组
织纪律，始终保持政治定力
和正派的作风，做规矩的执
行者和捍卫者。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始终
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来谋划
和考虑改革的重大问题。
“治病救人” 是每一位医务
工作者的职责。 新时代，新
要求，党员一定是先行者。
王晓红（外科一支部）

徐州市中心医院
“
学雷锋”志愿者招募公告
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务精神， 不断充实医务志愿者
队伍，扎实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进一步提升我院精神文明建设
水平和医疗服务品质； 同时积
极推动我院职工子女及亲属在
徐州市中心医院院内开展
2018 年寒假假期志愿服 务活
动，感受医务人员工作氛围，增
进职工子女及亲属对医务工作
的了解， 提升职工子女社会责
任感， 更好地理解和支持父母
工作， 共同构建和谐温馨的工
作环境和家庭氛围， 徐州市中

心医院团委面向全院职工子女
及相关人员招募“学雷锋”医务
志愿者。
一、招募基本条件：
1、 我院职工子女或亲属，
年满 16 周岁，身心健康，志愿
从事医务志愿服务工作；
2、具有爱心奉献精神和社
会责任感， 对志愿服务工作充
满热情，适应能力较强；
3、能够遵守志愿服务时间
和安排， 具备良好的沟通交流
能力，组织纪律性强，工作认真
负责；
4、寒假期间愿意提供至少

《新健康》电子版：http://epaper.cnxz.com.cn/xjk

一周的志愿服务；
5、有志愿服务经历者优先
录用。
二、志愿服务项目：
1、门急诊导医服务。 开展
导医导诊、 预约排队、 陪同检
查、 取送检验报告单、 费用查
询、健康教育、咨询投诉等志愿
服务，方便广大患者就医；
2、出入院直通车服务。 协
助患者及家属办理相关入院、
出院手续等；
3、信息搜集反馈服务。 对
来院患者进行就诊满意度调
查，收集患者咨询、投诉信息并

徐州市中心医院（四院）地址：徐州市解放南路 199 号

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
4、就诊流程优化服务。 配
合发现病人就诊流程中需要改
进的环节，协助提高就诊效率，
提升服务质量。
三、志愿服务回报：
1、对于完成志愿服务任务
的志愿者，颁发志愿服务证书，
根据需要开具社会实践证明材
料；
2、对考核优秀的志愿者进
行表彰奖励；
3、志愿者将在提供志愿服
务过程中，增强社会责任感，锻
炼团队合作、沟通表达能力，结

预约咨询电话： 0516-9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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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 收获
成长过程中一份难忘的助人经
历。
四、报名及录用方式：
1、下载填写《
“学雷锋”志
愿者申报表》， 于 1 月 30 日前
发 送 至 邮 箱 ：604052422@qq.
com
2、面试入围者，对其进行
志愿服务和志愿者相关知识培
训， 经考核合格后上岗开展志
愿服务。
4、联系人：张新新
联系电话：1895217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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