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修立） 为了更好的规范中

医护理技术应用，提高我院护理人员的中

医护理水平，充分发挥我院护理的中医特

色，6 月 26 日、 28 日，护理部组织举办

了“中医护理技术操作培训班”。 18 项中

医护理技术操作培训分为两天，由我院刘

颖等 15 名临床经验丰富的护士长主讲。

护士及护理实习生 150 余人参加培训。

主讲的护士长以演示操作的方式，

从核对患者身份、与患者有效的沟通、

为患者进行中医操作治疗、操作后对治

疗效果评价记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中医

护理技术的展示。隔姜灸、麦粒灸、悬

灸、刮痧、拔罐、蜡疗、穴位敷贴、中

药泡洗、中药冷敷、中药湿热敷、中药

涂药、中药熏蒸、中药热熨敷、中药离

子导入、穴位注射、耳穴贴压、经穴推

拿、中药灌肠等 18 项中医技术在演示操

作的过程中，充分融入了以患者为中心

的护理理念，展现了护理的人文关怀及

护士长们娴熟的中医护理技术。

参加培训的护士有的认真做着有效

沟通的培训记录，有的专心的观看演示

操作，有的用摄录机记录每一步动作细

节，以便与值班不能参加培训的护士共同

分享精彩的培训过程。

参加培训的护理实习生感触最多，刚

刚走出校园的她们第一次接受这样正规的

培训，纷纷表示通过培训，让她们认识到

进入临床护理实习，不是简单的学习打

针、发药，还要学习与患者的沟通技巧，

而我院开展的中医护理技术，更是让她们

耳目一新，让她们认识到进入临床实习，

才是学习护理新知识、新技术的开始。

规范中医护理技术
提高中医护理水平

———我院护理部举办中医护理技术操作培训班

观看红色影片 弘扬革命精神
———我院“七一”组织党员观看爱国主义影片

（通讯员 刘大力）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 96 周年，扎实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增强广大党员的

光荣感、使命感，7 月 5 日，我院组织党

员观看了红色影片 《明月几时有》，80 余

名党员接受了党性教育。

该片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

物，以香港抗日史上著名的“东江纵队”的

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了传奇女性“方

姑”、游击队长刘黑仔等人在被日军占领的

香港与敌人顽强抗争的热血故事。

该片没有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也没有

将其打造成某一个人的热血励志传奇，而

是试图去凸显一群平凡的小人物面对国仇

家恨时不计较个人得失，毅然挺身而出，即

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视死如归与深明

大义。这些人里，不仅有“方姑”、李锦荣这

样的思想原本就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有

刘黑仔这样身手了得、智勇双全的游击队

长，也有年轻貌美、摩登时尚的旧时香港名

媛和朴实无华、单纯勤劳的农家少男少女，

甚至还有大字不识几个，平日里精明算计，

关键时刻能舍身取义的市井老妇———“方

姑”之母……这些人的原型绝大多数都是

历史上寂寂无名之辈，即便是“方姑”，她

的名字与英雄事迹知道者也不多，但正是

因为有了这些湮没在历史洪流之中的平凡

小人物们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不懈抗争，

最终才赢得了香港的抗战胜利。

通过观看该片，进一步激发了我院全

体党员的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激励了全体

党员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观影结束

后，党员们纷纷表示，这部电影虽然没有

高喊口号，没有很多激烈场面，但用一种

诗意、诙谐、不沉重的方式讲述各类平凡

小人物在动荡年代为国家和民族牺牲奉献

的故事，都被他们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所深

深感动。大家表示，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立

足本职岗位，为我院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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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至 17 日，我怀着神圣与敬仰的心情，经

过十几个小时的辗转，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

安，参加了省卫生计生系统“以延安精神推进两学一做

常态化”党性教育培训班，学有所获，学有所悟。

为期 4 天的学习，聆听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王涛教

授题为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的专题讲座。报告深刻

阐释了我们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十三年；毛泽东思

想日益成熟、丰富发展的十三年；延安精神孕育形成、

发扬光大的十三年。使我对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扭转乾

坤、创造辉煌的历史，毛泽东的思想真谛，继承和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在枣园革命旧址，冯建玫教授以 《白求恩与白求恩精

神》 为题，用真挚的语言、深沉的感情，现场为大家讲

述了白求恩大夫执着奉献的一生。许多学员都听得热泪

盈眶，也引发了大家对理想、信仰、敬业精神、职业操

守等问题深层次的感悟和思考。聆听了陈芳教授主讲的

《毛泽东与毛岸英特殊的父子之情》，被毛泽东等老一辈

革命家的家国情怀深深的打动，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老

一辈革命家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同时，参观了延安革

命纪念馆、王家坪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抗日军政

大学旧址，瞻仰了四·八烈士陵园，敬献了花圈。

到红色教育基地延安开展“两学一做”常态化学习

教育是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是“延安精神”

在当代的具体深化和创新实践，我们应自觉从“延安精

神”中汲取养分和力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扎实搞好“两学一做”常态化学习教育。

一要将“延安精神”与党员思想教育相结合。弘扬

伟大的延安精神，重在深刻领悟延安精神的实质，学思

践悟，学有所得。要努力学习，牢记党的宗旨，发挥党

员率先垂范的作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树立行风正

气，崇尚医道天德。要踏实工作，在一言一行上，举止

言谈上注重细节，在与患者沟通上、为患者服务上提高

质量。要提高素养，注重思想文化、思想素养的积淀与

训练，端正学习态度，转变思维方式，别人尊不尊重你

的岗位在自己，学会服从与执行，它是品德的重要力

量。要加强教育，使干部有思想，有办法，守本分，让

收益增长、工作进步、个人成长、生活幸福。为我院党

务工作做出新的贡献，为创建一流的省中医药科学院打

牢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二要将“延安精神”与我院文化建设相结合。医院

办好办不好首先是思想文化，从一点一滴抓好、做起，

工作才能做好，事业才能发展，别人才能点赞。在宝塔

山下，延河岸边，孕育了延安精神，在延安先进的精神

文化指引下，我院的文化建设将继续用思想文化引领方

向、用精神文化凝聚队伍、用制度文化推动医疗事业健

康发展、用行为文化激发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医道

天德”的办院理念，“学科、专科、专病、专家”的发

展道路，“药品不好找院长，态度不好找书记”的社会

承诺，先进的顶层设计、正确的发展模式，无不彰显先

进文化的科学内涵；争取项目，培养人才，易地建院，

谋划发展……一次次挑灯夜战，无不包涵新一届领导班

子的责任担当、勇气、智慧和辛劳。努力解决我院队伍

建设断层、制度体系缺失、基础条件薄弱与蓬勃发展的

不适应，实现在经济上重振，在思想理念上转变，在文

化建设上自信，在迁新址上完成几代人的梦想，走出了

自己独特的路，不仅是向“中研梦”迈进了，也是“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

安精神”在我院践行的具体化。文化需要历史、积淀、

共享，我们要认真去做，一代一代去努力。希望通过学

习，能够成为“延安精神”的弘扬者和传承者，成为

“医道天德”办院理念的践行者，让宝塔山的光芒永远

照耀着省中医药科学院的党员干部继续前行。

三要将“延安精神”与我院党风行风工作相结合。

将弘扬伟大的“延安精神”与我院党风

廉政建设、医德医风建设相结合，了解

延安整风运动的科学内涵，以学习“延

安精神”推动我院党风、行风的不断好

转。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认真落实

“三会一课”制度，提高党员党性修养，

定期召开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深入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带头整改落实，养

成务实求效、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争

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要持续优

质化服务，在为科研、医疗服务上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在落实“质量效益年”上立足

岗位做贡献。要加强党员党性教育，扎实

开展“戴党徽、亮身份、树形象、做表率”活

动，把“两学一做”常态化学习教育融入到

党风行风建设当中，为我院稳定持续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时代呼唤“延安精神”，发展需要“延

安精神”。近年来，在院长陈心智和新一届

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院上下凝心聚力，

奋发有为，不断丰富了“医道天德”办院理

念的内涵，院风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坚定不移地走“学科、专科、专病、专家”的

发展道路，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获省

科技进步奖七项；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有

效地提升，门诊量创历史最高，医疗收入实现了三年翻一

翻。出现了树学风、讲正气、求进取、见实效的良好局面，

社会认可度大幅度提高。

我们在珍惜前所未有的发展氛围的同时，要面对新

的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新需求，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

题迫切需要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延安精神作支撑。

“延安精神”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更是一座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内涵丰富的精神文化宝库，学习“延安精

神”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们

将继续发扬“延安精神”、“中研人精神”，牢固树立全

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宗旨意识，立足本职，学以致用，

身体力行，苦干实干，以一种新姿态、新干劲，努力成

为“延安精神”的传播者、继承者和践行者，为我院发

展腾飞贡献一己之力。

学习“延安精神” 做时代的践行者
———赴延安学习心得体会

党委办公室主任 殷显英

我院退休老干部张熙智书写

史耀勋，副主任医师，吉林省中医药学会

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全科

医学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

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长春市医学会理事。擅

长诊治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病、

高血压肾病、高尿酸血症、痛风肾、肾功能衰

竭、尿路感染等疾病。我院肾病科医生。

10 年来一直从事肾脏病的临床、教学及科

研工作，在核心期刊、国家级刊物、省级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主编医学专著 1 部、副主

编 3 部、参编 4 部。

肾脏在人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肾脏的健康

与不健康，关系着人体的整体机能状态。我们可

将肾脏视作人体的“净水机”，因为其每天都会

对约 200 升的血液进行过滤和清洁，把有用的成

分留在血液中，再把新陈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

废物排出体外；亦可将肾脏视为一个“工厂”，其

可以生产出很多激素，与人体的内分泌、代谢、

生殖、骨骼、血压等均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肾

脏属于一个脆弱的器官，易受多种因素损害，使

得近年来慢性肾病的发病率明显升高，因此我

们需要注意肾的健康，并注意护肾。

肾健康的中医学特点：①听力清楚：听觉功

能与肾气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肾气充足，则

听力就佳，反之，若耳鸣、耳聋、听力下降等症状

时，则多可考虑出现肾气亏虚、或肾阴不足。②

记忆力佳：中医认为“肾藏精”，肾脏滋养一身脏

腑，同样也滋养大脑，若肾净亏虚，则会引起记

忆力减退、经常忘事、反应迟钝等表现。③头发

乌黑：肾，其华在发，头发的营养虽来源于血，但

仍需要有肾精的滋养，故其根本仍在于肾，若肾

不好，则会出现头发早白、缺少光泽及脱发等表

现。④骨骼强壮：肾主骨生髓，骨骼依靠肾精充

养，肾脏健康骨骼发育才好。因此当出现肾气衰

败的时候，会引起骨质疏松、腰酸背痛、牙齿松动

等表现。⑤皮肤光泽：肾气充足，人才可保持青春

常驻、延缓衰老。若肾脏不好，其人则显苍老，皮

肤失去光泽、颜色晦暗，亦见眼眶、眼袋发黑等。

肾健康的西医学特点：①精神充足：如肾

功能出现损害后，人体中每日产生的代谢废物

难于从尿液排出，故而易引起精神不振或萎靡、

疲劳困倦、周身无力等表现。②身体无浮肿：

肾脏是水液代谢器官，将水分以尿液的形式排

出体外，如肾脏受损，不能有效排出水分，则

会在体内发生蓄积，故常可引起在清晨早起出

现双眼睑浮肿、双下肢、双脚浮肿等。③尿液

清澈，泡沫较少：如果小便泡沫突然增多，且

长时间不消失，提示尿液中可能排出较多的尿

白，若尿液颜色加深，呈鲜红色、浓茶色、酱

油色或混浊如淘米水时，均需要引起重视，并

至医院提检尿常规，以明确诊断。另外，如有

尿急、尿痛、尿频等症状，也应及时就诊。④

血压正常：“血压与肾脏相伴随”，当肾功能损

伤时，可引起血压升高，而高血压又会加重肾

损害程度。引起高血压病患者若出现夜尿增多、

下肢水肿等症状，说明肾脏已经受损。

护肾应远离 4 个恶习：①食咸过多：约 95%

的盐分从肾脏代谢，如喜食腌制品、酱类、烤肠类

食品，摄入过多的盐，会加重肾脏负担、升高血

压、诱发肾病等。②喝水少：平时不注意喝水，导

致尿量减少，尿液中废物、毒素增多，则易引起肾

结石。③常常憋尿：有尿液后不及时排除而长时

间憋尿，可使膀胱里的细菌大量繁殖，细菌可逆

行至输尿管、肾盂等，引起急性尿路感染、肾盂肾

炎等，严重者引起肾功能损害。④饮食不节：嗜食

鱼、肉等高蛋白食物，或爱喝啤酒，均可引起肾脏

负担加重，尿酸、尿素氮等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引

起高尿酸血症甚至痛风等。

■肾病科副主任医师 史耀勋

肾健康
与

护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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