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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院长忆峥嵘岁月 规范提升党建工作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血脉永续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邱少波 康伟

今年是济南解放70周年。近
日，记者跟随济南市第三人民医
院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杨蕾一
行，来到济南战役老战士、三院
老院长牟占书家中探望慰问。

牟占书1930年出生在胶东。
15岁那年，在老师的引导下，他
和其他几名同学乘着夜色离家，
到抗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参加
革命。因为年龄小又有文化，牟

占书被挑选参加医疗知识的专
业培训，成为一名卫生员。

谈及第一次救人时的情景，
牟占书至今记忆犹新：“上战场
前有些害怕，但上了战场，光顾
着救人，就忘了害怕。”他记得，
有一次一名战士被炮弹炸伤，大
腿出血，他及时进行救治，荣立
三等功。还有一名机枪手，胳膊
被子弹打穿，血一下子喷出来，
当时牟占书正好在旁边，他赶忙
过去一把掐住伤员的胳膊，按住
出血点。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牟
占书是华野九纵炮团的一名卫
生员。在攻打内城时，他刚爬上
城墙，一颗炮弹炸中云梯，正在
爬云梯的两名卫生员被炸飞。每
当想起这些牺牲的战友，牟占书

就眼睛湿润，言语哽咽。
1979年，牟占书转业至济南

市第三人民医院，历任副院长、
院长，1990年12月离休。每当谈
到往事，牟占书总说，他只是为
党、为国、为民、为社会做了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

知史而明志。从山东军区第
二陆军医院、渤海纵队野战医院
到山东省第五康复医院、济南市
立第三医院，如今的济南市第三
人民医院一直在发展壮大。该院
党委书记吕丽萍表示，三院高度
重视党建工作，延续红色传承，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今年以来，
医院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以
开展“基层党建工作规范提升
年”活动为主线，以“争创过硬支

部，争做优秀党员”为载体，提升
基层党建工作规范深度，融入医
院“创三甲”工作进程及医院各
项工作之中。

了解历史、牢记历史，让革
命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基因血
脉永续。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现
在还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当年历
城县府老城墙，经过调研、部署，
三院老城墙暨历城县府旧址保
护工作已经正式启动。目前，在
医院原有济南市医博馆西半部
分，古城墙红色记忆纪念馆已建
成。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刘
士懂说，通过红色基因的代代传
承、党建工作的持续开展，全院
上下凝心聚力，无私奉献，干事
创业，勇于创新，营造出“一家人
一条心”的医院文化氛围。

但愿人长久 天使在身边
省城各大医院医护人员中秋假期坚守岗位，呵护百姓健康

□记者 王丽

中秋佳节，在省城济南
各大医院里，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用辛勤的汗水，精
湛的医术呵护患者的健康。
中秋假期期间，本报记者走
访多家医院，探访坚守岗位
的白衣天使们。

上午门诊持续到

下午1点，已经算早的

“张主任，孩子上周发
烧，刚降下来，今天又烧起
来了。”

“刚刚立秋，昼夜温差
大，这段时间感冒挺厉害，
不少孩子有反复的情况。别
着急，我来看看，宝贝儿！气
管有炎症，我给开药，吃几
天中药吧。”

9月24日中午12点，山
东省中医院儿科西区门诊
张葆青主任的诊室门口，依
然聚集了很多小朋友和家
长。家长李女士对记者说，
今天是中秋节，没想到张葆
青主任还是坚守岗位给孩
子们看病，特别感动。“一上
午张主任都不喝水，一刻不
得闲，真心为孩子们好，我
们作为家长，真的非常感
动！谢谢省中医的好医生！
真是老百姓的宝啊！”患者
家长孙女士感慨地说。

直至下午1点，张葆青
已经为70多位小朋友诊断病
情、开处方。“这已经算是结束
门诊比较早的了，上午7点半
开始忙门诊，能够到下午1点
多吃午饭，我挺感谢小朋友的
配合，今天看得比较快。”张葆
青捋了捋头发，说省中医很多
医生都是争着在节假日加
班，因为节假日来看病的患
者往往是重症患者。

全年无休，门诊亦

是课堂

“杨教授，您上一次给
我开的药方真是救了我的
命啊。本来应该安支架的，
吃了您的药，现在爬楼都不
喘了，谢谢您！”9月23日上
午，患者孙莲(化名)一进省

中医高血压基地首席专家
杨传华教授的门诊大门，就
连声致谢。

“杨教授，父亲一直咳
嗽，都三个月了，您看怎么
办啊？”患者儿子赵飞(化
名)急切地问。

杨传华拿着听诊器认
真听了患者的左肺和右肺，
转头告诉学生，高血压、糖
尿病患者长期咳嗽高度警
惕肺部病变。他开了检查
单，继续给患者看病。

一上午，看病号的同
时，遇见特殊病患，杨传华
都会给学生们提醒，哪一种
病变有什么样的表现，随后
认真给患者检查、开药方。

杨传华的学生说：“我
们老师全年无休，昨天晚上
刚刚从上海坐夜车赶回济
南，今天一大早就到门诊，
比我们来得都早！”

抢救完危重病号，

才发现已工作27个小时

“我爱人是手术室的护
士，她能够理解我的。”9月
24日上午10点，济南市中心
医院，孙中伟拖着疲惫的身
体准备回家看看老人和孩
子。从23日上午7点，一直忙
到24日上午10点，他一直在
抢救危重病号。

“急性阑尾炎的收治好
几个，全部是危及生命的重
症患者，一刻不敢休息，全
面抢救过来，一看手表，已
经待在医院27个小时了，感
觉和爱人只能中午见个面

了。”孙中伟介绍说，因为他
的爱人孟岩当天晚上值大
夜班，全家人只能中午在一
起吃点饭，当作中秋节团圆
饭了。

“能收获信任和感

谢，值了！”

9月22日，上午7点至下
午6点，济南市中心医院心
肌梗死绿色通道的专家户
克庆在病房值班11个小时，
中间，他接到了几个病号的
中秋节祝福短信。能够较为
平静地过中秋节，户克庆说
需要感谢生活日报常年的
健康科普，很多危重病号在
初期症状出现的时候，会第
一时间就诊，不会拖到很严
重的情况才就诊。

“病房住的病号都是重
病号，平时查房、开医嘱也
非常重要，无论是抢救还是
查房，都应该认认真真去工
作，不辜负大家对中心医院
的期望。”户克庆告诉记者，
呵护百姓健康，他和同事们
全力以赴，曾经他和同事们
38小时不眠不休参与急救，
回忆往昔岁月，他觉得穿上
白大褂救死扶伤是值得骄
傲的，曾经挥汗如雨的付出
也是值得的。

“最感动的是，病人康
复出院的时候会握着你的
双手连声道谢，这时候我觉
得作为一名医生，虽然平时
和节假日加班加点是常态，
但能够收获很多的信任和
感谢，值了！”户克庆说。

齐鲁医院院长李新钢获评
中国医院协会2018年度
全国优秀医院院长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连雪洪

近日，中国医院协会2018医院大会
在北京召开。会议对2018年度全国优秀
医院院长和医院管理突出贡献奖获得
者进行表彰。齐鲁医院院长李新钢荣获
2018年“全国优秀医院院长”称号。

中国医院协会全国优秀医院院
长和突出贡献奖评比表彰活动是经
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准、国务院审核保
留的医院行业最高的管理类奖项之
一，自2002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已
成功举办八届。本届评选是2016年中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和2017年党的十
九大召开后的第一次评选，备受业界
瞩目。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指导
下，中国医院协会本着公平、公正、公
开的评选原则，组织开展评选活动，
致力于评选出在科学管理、服务改
进、人才学科发展、文化建设等领域
有突出特点和卓越贡献的医院院长。

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
喜获全国首批湿疹皮炎
皮肤过敏研究基地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丁娜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中西医
结合学术会上，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
入选全国首批“中国湿疹皮炎皮肤过
敏研究基地”。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规范皮炎湿
疹类疾病的治疗，给广大患者解决疾
病痛苦，中西医结合协会皮肤性病学
分会组织开设“中国湿疹皮炎皮肤过
敏研究基地”。

齐鲁医院专家赴陕西义诊

□记者 王闯 通讯员 田玉清

近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由副院
长李延青和医务处副处长费剑春带
队，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刘艺鸣、耳鼻
喉科主任医师蔡晓岚、心内科主任医
师郑兆通、化疗科主任医师魏军民、
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张杨五位专家前
往陕西省子洲县参加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举办的2018年“服
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
动。全国17家三级甲等医院的140多
位各科专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9月6日在子洲县中心广场上，专
家们为广大市民耐心解答疾病防治
问题。阳光刺眼，风大尘多，专家们克
服了各种困难，仔细为患者查体诊
断，耐心为患者答疑解惑。当日下午4
点义诊活动结束，齐鲁医院专家们与
中日友好医院、西安交大一附院、二附
院的专家又接着奔赴清涧县进行义诊。
在清涧，专家们连续工作5天，开展了专
家义诊、手术、查房及培训讲座等活动，
平均每天接诊病人300余人次。在清涧
的专家组中只有刘艺鸣一位神经内科
专家，虽然每天接诊人数最多，工作时
间最长，但她仍不厌其烦地认真对待每
一位患者。除了医疗上的帮扶，专家
们还就如何加快医院发展提出建议。

本次义诊活动，受到了当地卫健
委领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的一致好评。
虽然工作条件艰苦、水土不服，但齐鲁
医院带队领导和五位专家克服诸多不
适，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奉献精神，展
现了良好的专业技能和精神风貌。

张主任为小朋友看病。 记者 王丽 摄

9月25日晚，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
市妇联、济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唱
响济南”2018年歌咏比赛颁奖典礼在济南
电视台盛大举行，来自卫计系统的天使五
院合唱团以优异的成绩，斩获银奖。

记者 王闯 通讯员 孙静 摄影报道

张运奎当选第二届济南市
健康教育促进会会长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王昆
张兆芳 李小妍

9月20日上午，在济南市健康教育促
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济南市儿童
医院院长张运奎当选为济南市健康教育
促进会会长。

张运奎表示，新一届促进会将在前五
年工作的坚实基础上树立新目标，发挥专
家荟萃、学科齐全的优势，广泛普及疾病
防控知识，拓宽健康生活方式传播渠道，
让健康生活新理念融入到人们的思维方
式中，积极努力为广大市民服务，促进会
将探索工作规律，不断总结经验，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巩固上届工作成果，保持会
员单位信赖，政府满意的良好局面。

济南市口腔医院
今日在高新区举办公益讲座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静

怎样才能拥有一口好牙？不良刷牙
方法和各种不良习惯，都可能导致牙齿
受损。9月27日上午，本报特邀济南市口
腔医院高新院区资深口腔专家在高新区
中铁逸都小区举办公益讲座及义诊活
动，到现场参加义诊的市民均可得到专
家免费口腔检查及爱牙日小礼物。

时间：9月27日(周四)上午9：00至11点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中铁逸都国际

兰庭南区九号楼一楼居委会
专家简介：
林青，济南市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

口腔医学硕士。擅于对恒牙弯曲根管应
用镍钛机扩技术及热牙胶技术进行根管
充填，在年轻恒牙脱位牙再植等领域有
较深入的研究。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
专业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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