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感恩、相互称赞、真诚沟通、创造感动。通过这次培

训，不仅是一次打开心扉、本我与自我的训练，更是一次启

迪智慧、分析与思考什么是医务人员人文素养的契机，此次

培训对我来讲，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特别是在当前医改进

行过程中，医务人员和接受医疗服务人群之间，关于医学与

人文的思考。

在课堂上，崔金委老师举例提到好多医学界的鼻祖、泰

斗和大医，像裘法祖、华益慰等等，这些只在教科书封面、视

频上看到的名字和人物，通过崔老师讲解他们鲜为人知的

背后故事，从而一个个变得鲜活起来，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医

学界的泰斗和大医，都是因为他们完美的将医学和人文结

合在了一起。裘法祖曾说过：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术不近

仙者不可为医。可想而知，做成一名好医生不仅仅是拥有仙

一般的技能，其一必须先拥有佛一般的慈悲。华益慰之所以

能感动患者、感动同事、感动中国，与他拥有佛般的慈悲之

心是分不开的。医者父母心，华益慰一生向世人诠释了什么

是医者，他妻子张燕容是他的同学、同行，共同相处了几十

年，说到丈夫，她只是淡淡地说道：他也就是尽到了一个做

医生的职责，做了一个医生分内的事情，只不过他做得比较

认真 。

首先，我学会了感恩。今天，享乐的思想占满了空洞的

大脑，我们走的太快了，也忽略了路边优美的风景，尤其是

忽略了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的父母双亲，“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他们过一个祥和、健康愉快的晚

年生活，有事没事打个电话问好、陪他们吃顿便饭、不要等

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的时候再后悔，人的

生命不能复制，不要让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其次，我学会了如何改变。训练班让我知道，改变别人

很难，改变自己就在一念之间。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用一颗

平和的心态面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能改变的就尽力去改变，

不能改变的就去接受，用阳光的心态对待工作，心中就永远

充满了快乐。心无杂念，会让人生活的轻松而坦然。

再次，我学会了如何沟通。回顾我以前的工作方法，我

总结出一个问题，不是我的方法错误，而是在沟通上出了问

题。我要和各科室主任、护士长做到有效的沟通，用心为临

床提供服务，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为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

让他们感觉是在找他们的茬儿，付出即是收获。

作为医务人员，我们要敬畏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且

只有一次，我们更要敬畏被我们服务的人群，因为他们把生

命和健康托信于我们，是他们教会我们如何做好医生，所以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去感激病人，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去

创造感动。

人文素养训练班心得体会
附属医院办公室主任 李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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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23 日，我院举办了首届 《人文素养提升

暨核心理念训练班》，全院中层以上干部 80 余人参加培

训。短短两天的培训，我们一起聆听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北京正康管理咨询中心的崔金委老师的精彩授课，受

益匪浅，收获颇多。

这是一次启迪心智、收获知识的盛宴

院长陈心智在开班仪式上的动员讲话为我们此次学习

班奠定了主基调，他以“修炼自己、重塑人生”为主题的

精彩讲话拉开了学习班的帷幕。院长语重心长地说，这是

一次提高工作素养、提升管理能力、提高业务水平的机

会；是开拓视野、启迪心智、优化人生的机会；学习是发

展的原动力，培训是员工的最好福利，知识是人生的必需

品；更新观念、形成完整思维要靠不断地学习、思考与反

思，要将“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医院发展的基本

战略，通过培训提高自身素质来体现，从而使医院快速发

展。

院长的话语饱含了领导对我们寄予的殷切希望，让我

深深感到此次学习的重要性，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握好

这次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认真学，用心记，不辜负领导

的良苦用心。

崔金委老师的授课，深入浅出、绘声绘色、灵活多

样、充满激情，让大家耳目一新，如饥似渴，学习的热情

被点燃。他讲授的 《破冰活动与团队建设》 一课，让我深

感培养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应树立包容差异、取长补短、

化短为长的团队意识。 《阳光心智》 一课，开启了我们的

心智模式，使我重新审视许多做人做事的核心理念，让我

们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目标，提升素养。 《如何培养高

情商》 一课，使我懂得了培养高情商在人的事业和生活中

的重要性，改变智商需要两代的时间，而改变情商仅在一

念之间，不找借口，立即行动。 《人际关系与医患沟通》

一课，使我了解了医患纠纷有 80%与沟通不良有关，让我

认识到沟通在工作生活中的重要性。 《做人的观念、服务

的理念》 一课对我触动很大，做人要讲忠诚、讲责任、讲

团结，要树立多赢思维；发自内心的赞美，会对他人起极

大的激励作用；“认真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

做好”等等人生道理铭记在心； 《心态、态度、信念与习

惯》 一课，使我进一步懂得重视培养积极的心态的极端重

要性，态度决定一切；要学会管控自己的情绪，做情绪的

主人；“有目标的人在奔跑，没目标的人在流浪”，让我

懂得了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坚定目标不动摇，坚定理想不放

弃；更加理解了“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人生哲理，要

学会象谷子那样越饱满越低头。

这是一次沟通交流、加深友谊的契机

这次学习，是我来医院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和同事

在一起渡过的学习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沟通了解互动最

多的一次。通过竞选演讲、分享心得、情景模拟、各队比

拚、现场答题、歌咏比赛等互动学习形式，让我们之间增

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学习中间休息安排的茶歇，体现

了领导细心周到的关怀和办公室人员的辛苦，让我们感到

了内心的温暖。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全班 80 多人，分成

了四队。我所在的队是二队“精英队”，“精明团结、英

勇无畏”“精英必胜、二队不二”的口号激励大家在学习

中主动出击，充满斗志。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我们二队

获得了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在 《感恩的心》 的故事分享

中，许多同学眼含泪水。我们学到了不仅要感恩亲人、友

人、同事、领导，感恩以命相托的病人的理念，同时，也

要感恩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因为他让你成长，让你的生命

从此不同。我们学到了只有懂得感恩，内心才会温暖柔

软，才会获得持久幸福和安宁。感恩不但在心，还要适时

表达。大家在一起分享心得，学到感恩的同时，也学到了

换位思考。通过分享感受，拉近了大家心与心的距离。

这是一次唤醒自我、重塑人生的起点

这次培训，一些知识和理念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次

重温，却如醍醐灌顶、别有洞天。这次培训象一场及时的

春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它唤醒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甚至有

些自以为是的麻木的神经，让我们不断重新审视、修炼、

提升自我，能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工作和生活，不断自

省，重塑人生。它让我沉下来开始思考，如何以更饱满的

热情、更佳的姿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之中。

通过学习，怎样立足本职岗位，为我院发展服务已是

摆在面前的新课题。我要运用所学，建立良好细致的沟

通，运用感动式服务理念，懂得关心人、爱护人；建立求

真求证求细的思维，遇事多角度思考；建立使命意识，要

有责任，敢担当；树立品牌意识，“金杯银杯不如患者的

口碑，金奖银奖不如患者的夸奖”，注重医院口碑的传播；

树立服务意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追求永无止境的服

务。

崔老师对陈心智院长的评价是“象疯子一样工作的

人”。我们跟着这样的领导在一起工作，在倍感压力的同

时，也深感幸运，为了我们的成长和进步，领导们付出了

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让我们在院领导班子的正确领导下，

立足本职，学以致用，身体力行，苦干实干，以崭新的精

神风貌，扎实的工作作风，为省中医药科学院这班疾速飞

驰的列车添柴助力。

编者按：团队力量、情商修炼、观念提升是现代化医院创新发展的基本属性，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动力来源。7 月 22-23 日，我院举办了首

届 《人文素养提升暨核心理念训练班》，全院中层以上干部 80 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如同一次思想淬炼的风暴，在全院上下凝心聚力谱写新篇章之际，进一步启迪了智慧，激发了干劲，汇聚了力量。进一步提升

了职工的管理能力和文化素养，为我院在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上夯实了基础。

会后，大家感慨颇深，纷纷拿起笔来，将所学、所想、所悟记录下来。

作为吉林省中医

药科学院的一员，我

聆听了北京正康管理

咨询中心崔金委老师

的 《人文素养提升暨

核心理念训练班》 主

题讲座。学习过程中，

崔金委老师的话总会

与大家产生共鸣。他

的讲课感染、带动着

在座的每一位，我们

没有感到丝毫的倦意，

却被他的语录深深激

励。

批评与赞美

曾经看到过这样

一首诗：一段鼓励的

言语，一个真诚的微

笑，足以将沉重的心，

瞬间，轻轻抬起。

人无完人。没有

谁能够保证自己永远

不犯错误。所以，我

们虚心接受别人的批

评或赞美。与此同时，我们也扮演着批评者

与赞美者的角色。那么，如何在生活和工作

中扮演好这样的角色，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认

真思考。

赞美，体现了对生命和人格的尊重，对

优点和进步的认可。它能使人心情愉悦，充

满成就感，从而增强自信心，成为进步的原

动力。因此，我们不能吝惜赞美，要敢于赞

美，善于赞美，这应该是为人处世基本素质

的要求之一。

和赞美相比，批评更需要艺术，批评不

应该是训斥，批评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因

此，如何正确地批评，使其产生“润物细无

声”的良好效果，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常怀一颗感恩之心

感恩是每一个人都应有的道德准则，也

是做人起码的修养，更是一种责任意识、自

立意识、自尊意识和健全人格的体现。崔金

委老师的演讲既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又有

催人泪下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让我打开了尘

封已久的记忆，让我寻找和触摸自己那颗感

恩的心。

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从婴儿的呱呱坠

地到哺育长大成人，父母花去了多少心血和

汗水，生活中给予了我们无尽的关爱和照

顾。

感谢老师，为我们呕心沥血，教授我们

知识，让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

感谢领导，给了我们一份安身立命，养

家糊口的职业，让我们得到自我价值的体

现。

感谢朋友、同事，带给我们真挚的友

谊，让我们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再孤独。

懂得感恩是一个员工优良品质的重要体

现，古人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希望我

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学会感恩，心中的怨恨就

会化解，就会变得快乐和充满力量。感恩父

母、感恩领导、同事，感恩社会，学会对一切抱

有感恩的心，带着爱去工作，去生活。

用心工作、用心生活，心在哪里，收获

就在哪里。崔金委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对

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都值得我们去思

考、去学习，让我们用行动来证明一切！

修 炼 自 己 重 塑 人 生
———参加《人文素养提升暨核心理念训练班》学习心得

党委办公室主任 殷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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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

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元·王好古《此

事难知·序》认为，医生理应具有与天地长养

万物不求回报的大公无私相一致的德行。

“医术只是根，医德才是魂。”“医道天

德”不仅是对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

医院行业规范的提炼，也是中医药服务群众

最终目标回归的准确定位。

五年来，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广大干部

职工遵循“医道天德”的办院理念，经近五

年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医院由弱变强的发展

之路，在全省医疗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形成

了具有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的全新医疗

团队，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医院的运行效率和

管理水平，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赢得了

百姓的信任与赞誉。

药品不好找院长 态度不好找书记

6 月 14 日，心病科患者李润强老先生打

电话到党办，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表扬你

们医院心病科周杰医生，她这种负责的态度

让我很感动”。随后党办工作人员来到李老

先生的病房。据李老先生介绍，5 月 31 日住

进医院，当时血压达到了 180，在周杰医生

的精心治疗下，病情有了明显好转，马上就

要出院了。住院的 10 多天来，周杰医生每

天都要到病房来 5—6 次，非常负责任，特

别是上周日，周医生本应是休息，但专程来

到医院看他。

“在这里住院，让我感到了你们对待患

者的热情和对患者的高度负责，让我感到很

暖心，也很温馨。”李老先生激动地说。

五年来，类似这样的表扬数不胜数，医

患之间暖心的片段时时在上演。而这一切，

都要源于新一届领导班子。

医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保障，赢得

社会信任是社会反哺医院发展的根本源泉。

为进一步畅通医患沟通渠道，让患者也

参与到医院建设中来，2013 年，省中医药科

学院向患者作出郑重承诺———“药品不好找

院长 态度不好找书记”。

“药品不好找院长 态度不好找书记”，院

长作为药品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把抓药品质

量当做头等大事，并建立“巡视制度”，一把院

长对出入库药品进行抽查巡视，实行“三级管

理模式”。书记把服务态度纳入党务工作责任

制，同步建立了“礼仪化服务”标准，窗口服

务语言行为标准，设置了患者意见箱。门诊手

册首页还设置了《医院满意度调查表》，用心

建立院方和患者交流互通渠道。

五年来，全院广大干部职工积极践行承

诺，让患者安心、放心，最大程度的让患者

获得就医感。

这句看似简单的承若，既赢得了患者的

信任，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省内外媒体纷

纷报道，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多家媒体进

行专题采访报道，省中医药管理局对我院服

务百姓健康的创新模式也高度认可，并要求

做好经验总结和宣传报道。

学科、专科、专病、专家

思路决定出路。

2013 年，时值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关

键之年，也是百姓健康需求悄然发生转变的

一年。作为我省集聚临床、科研、教学于一

体的龙头医院，如何挖掘并发挥自身优势，

走出特色之路，新一届院领导班子进行了深

邃的分析和思考。

在临床方面，医院拥有于作盈、王玉、

董克勤、李莹、李立新、项颗、蔡鸿彦、卢丹、

艾长山、韩春霞、高洪波等，一大批德才兼备、

学术造诣深厚的省内外知名专家和学科带头

人，擅长治疗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和各种疑难

病症。同时，医院还有“医德好、跟名师、临床

经验多”的年轻后生力量。

此外，医院还拥有儿科、老年病科、肺

病科、中风康复科、心病科等一大批特色优

势科室。

资源不缺，优势也有，但如何转化为服

务效率是当务之急。

新一届院领导班子认为，“学科、专

科、专病、专家”的发展道路，是医院发展

的重中之重，是立足之根。随即，医院提出

了以优势专科为引领，拉动医院快速发展的

全新模式。

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如今，各科室有明

确的研究方向和重点病种，形成了自己的技

术优势。儿科、老年病科、心血管科、血液

病科、中风康复科等科室的治疗技术享誉全

国，医院形成了科科有特色的综合实力，将

医院从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医院

现有的 4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中药化学、中

药药理、老年病、风湿病） 建设已形成明显

的学科优势， 6 个重点专科 （老年病、儿

科、肺病、风湿病、中风、肾病） 等领域形

成显著优势，占据省内行业的领先地位。

五年来，在“学科、专科、专病、专

家”特色发展带动下，在“凝聚了先进文

化，富有地域特色和鲜明学科优势，一流的

中医药科学院”发展目标的引领下，医疗规

模不断扩展，医疗质量不断提高，患者量大

幅增加。医院在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门诊

量较五年前增长 272%，总收入较五年前增

长 81%，增长率在全省公立医院中连续三年

位居第一。带动和促进了医院科研能力和学

术水平的极大提高，服务和推动了区域医疗

卫生、科研和产业发展。 （许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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