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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医师节发现最美“医”瞬间
汝州市举办庆祝中国医师节暨“最美医师”颁奖晚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王婉璐 文图

本报讯 8月16日晚，由汝
州市卫计委承办的以“尊医重
卫，共享健康”为主题的汝州市
庆祝中国医师节暨“最美医师”
颁奖晚会在汝州市电视台演播
大厅隆重举行，全市各级医疗
机构的医生代表共聚一堂，庆
祝首个“中国医师节”。

晚会现场，汝州市人民医
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高峻
带领人民医院医师们共同庄
严地宣读《中国医师宣言》誓
词。晚会现场气氛庄重，医师

代表们全体起立，高举右手，
共同宣誓，铿锵有力的宣誓声
在演播大厅里回响。

大合唱《人民医师之歌》
在医师庄严的宣誓中唱响。
来自汝州市人民医院、汝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汝州市中医院
等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为观
众献上了12个以医疗卫生工
作为主题的精彩文艺节目。
通过播放短片等形式，以歌
舞、快板、音乐故事、诗朗诵等
艺术形式，展现了广大医师和

医务工作者积极进取、健康向
上的精神风貌，以及该市卫生
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成果。

颁奖现场，汝州市人民医
院5人榜上有名，骨科大主任
杨团营、呼吸内科主任赵素省
两人获得出“最美拔尖医生”荣
誉称号；儿科大主任毛飞获得

“最美高级医生”荣誉称号；医
疗管理部科长李冠博获得“最
美主治医师”荣誉称号；心血管
内科一病区主任韩浩峰获得

“最美执业医师”荣誉称号。
一个个优秀医师的感人

事迹，生动诠释了汝州市广大
医务工作者悬壶济世、仁心仁
术的崇高精神。本次颁奖晚
会旨在激励广大卫生与健康
工作者大力弘扬“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卫生健康崇高精神和大
医精诚、悬壶济世的优良医学
传统，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
良好氛围，号召全社会共同支
持参与卫生健康事业，为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汇聚更多力量。

汝州市人民医院庆祝首届医师节
暨最美医生颁奖典礼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侯晓蕾

本报讯 8月 18日下午，
汝州市人民医院在3号楼会
议中心举行首届医师节暨最
美医生颁奖典礼。该院党总
支副书记、院长刘青强，党总
支副书记、副院长高峻以及广
大医生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会上，高峻带领全体医师
高举右手，用坚定洪亮的声
音，一字一句朗读《中国医师
誓言》。通过庄严宣誓，进一
步深化医师对职业精神的理
解，增强医师职业的神圣感和
使命感。

刘青强代表医院领导班
子向全院所有医师表示衷心
的感谢并致以节日的问候。
他指出，该院整合的三年来，

全院职工工作更有活力，有干
劲儿，目标更清晰，更有信
心。今年又以创建二甲为契
机，使全院形成了勇争一流、
甘于奉献、刻苦钻研、积极进
取的良好氛围。他鼓励全体
医师要立足本职，不忘初心，
发挥专业特长，立足本职岗
位，敬业奉献，乘着卫生改革
的东风，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
念，更加强烈的发展意识和更
加务实的行动举措，共同为汝
州市人民医院未来的发展献
力献策，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
驾护航。

颁奖典礼上，刘青强为获
得汝州市人民医院“特殊贡献
医师”荣誉称号的外聘专家秦

振谦、于有智、姚淑芬等9人
颁奖，高峻为在该院工作30
年以上的秦振谦、于有智、姚
淑芬等9名在职医师颁发了

“最佳贡献奖”。另外，韩浩
峰、白才刚、尹汝伟等14名医
师获得汝州市人民医院“最美
执业医师”荣誉称号；李冠博、
岳红军、吕武全等9名医师获
得汝州市人民医院“最美主治
医师”荣誉称号；毛飞、刘菊、
郭志强等5名医师获得汝州
市人民医院“最美高级医师”
荣誉称号；冯峰、于有智、韩殿
冰等7名医师获得汝州市人
民医院“最美拔尖医师”荣誉
称号。

汝州市人民医院医疗知识竞赛落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侯晓蕾

本报讯 8月 18日下午，
由汝州市人民医院医疗管理
部主办的汝州市人民医院首
届医师节系列活动——知识
竞赛决赛在3号楼会议中心拉
开帷幕，比赛内容涵盖十八项
医疗核心制度、创二甲应知应
会、院感知识、扶贫政策、病历
书写规范等方面。该院党总
支副书记、院长刘青强，党总
支副书记、副院长高峻亲临现
场观看、指导。

据了解，此次竞赛共有12
支代表队参赛，经过前期激烈
角逐，共有3个代表队9名选
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决赛
分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
三个环节。

比赛现场，选手们快速思
考，激烈抢答，上演了一场精
彩纷呈的脑力与知识的较
量。在场观众也随着场上节
奏的变化思考、讨论，现场高
潮迭起，掌声不断。最终，门

诊代表队斩获本次知识竞赛
一等奖，医技代表队荣获二等
奖，骨科代表队荣获三等奖。

通过以竞赛这种生动、活
泼的形式开展活动，不仅巩固
了该院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
强化其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意
识，同时也丰富了医务人员的
精神文化生活，展示了临床医
师们良好的职业形象和职业
素养。

宋兆普被评为
“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人物

本报讯 8月20日，国
家民政部网站显示，汝州市
金庚康复医院院长宋兆普
被评为第十届“中华慈善
奖”慈善楷模人物，目前正
在接受7天的社会公示。

据悉，根据《“中华慈善
奖”评选表彰办法》和《第十
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
工作方案》，民政部组建了
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评委
会并下设办公室，经有关方
面推荐、评委会办公室审
核、评委投票和网络投票、
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民政部
部长办公会议审议等程序，
确定了第十届“中华慈善
奖”拟表彰先进人物 131
名。其中，拟表彰慈善楷模

28名、慈善项目49个、捐
赠企业37个、捐赠个人17
名。8月17日至8月23日
为社会公示期。

2009年以来，汝州市
金庚康复院开展的关爱脑
瘫儿童救治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截至目前共有9289
名脑瘫儿童在该院得到有
效治疗，其中治疗贫困脑瘫
儿童3658名，福利院孤残
儿童2152名，社会脑瘫儿
童1101名，新疆脑瘫儿童
2378名，不仅为扶残助残、
降低残疾发生、助力脱贫攻
坚作出了贡献，而且促进了
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受到
中央、省、市领导和社会各
界的肯定和好评。（郭营战）

汝州市纪委监察委
三措并举推动以案促改工作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
汝州市纪委监察委获悉，该
系统集中开展以案促改工
作启动以来，汝州市纪委监
察委高度重视，明确目标，
落实责任，三措并举强力推
进纪检监察系统以案促改
工作。

组织开展知识测试。
市纪委把知识测试作为以
案促改的重要内容，围绕党
章党规党纪、监察法和以案
促改相关要求进行命题，以
考促学，检验素质能力，为
推动以案促改常态化制度
化发挥引领作用。

筛选典型案例，开展警
示教育活动。组织召开汝
州纪检监察系统以案促改
警示教育工作大会，充分利
用《全省纪检监察系统集中

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资
料》，开展以案明纪、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活动。

丰富警示教育活动载
体。通过“案例+机关周例
会”“案例+支部会”“案例+
民主生活会”“案例+组织
生活会”“案例+廉政党课”
等形式，以典型案例为镜
鉴，全方位多层次开展警示
教育；市纪委主要领导针对
违纪违法案例进行点评，要
求以纪检监察系统发生的
案例为镜鉴，汲取教训，打
扫思想灰尘，进行“党性体
检”，注重“八小时以外”生
活的自我监督和管理，进一
步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
友圈，严格遵守办案安全和
保密纪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薛佳丽

汝州市住建局举办
“我们的节日·七夕节”主题活动

本报讯 8月17日，市
住建局举办“我们的节日·
七夕节”主题文化活动，通
过开展七夕文化讲座、诗歌
诵读、茶话会等，进一步传
承中华人文精神，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活动上，全体人员共同
学习了七夕传统文化，通过
朗诵《致橡树》《鹊桥仙》等
与七夕相关的诗歌，职工们
抒发了自己对中国传统节

日的认知和情感。
本次“我们的节日·七

夕节”主题文化活动的开
展，使市住建局广大干部职
工对七夕和中华传统文化
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有助
于培养全体干部职工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文化
自信。大家纷纷表示，活动
的开展，促进了职工互相交
流学习，增进感情、抒发感
情，有助于形成团结向上、
积极奋进的工作氛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石颖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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