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全面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聊城市卫生
计生委领导干部带头学做表
率，不断丰富学习内容和形
式，使学习的成果不断转化
为工作的压力、发展的动力，
更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中
内化于心，在“做”中外化于
行，促使“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取得了实效。

强化责任担当，把责任扛
在肩上。该委始终把抓好“两
学一做”活动作为最重要的政
治任务，作为抓班子带队伍的
重大历史性机遇，作为打造卫
生计生发展升级版的内生性
需求。活动一开始党委书记刘
德勇就紧锣密鼓推动全系统
学习教育高起点开局，搞调
研、作指导、上党课。为强化责
任担当，建立了党组织书记抓
学习教育责任清单，要求各级
党组织书记履行好第一责任
人和直接责任人职责，引导他
们把学习教育抓在手里，对学
习教育中不重视、抓不好、走
过场的进行严格约谈问责。在
学习教育中，做到时间服从质
量，按照基层支部有方案、党
员个人有计划、学习讨论有重
点、学习教育有特色、“两学一
做”有氛围的“五有”要求，统
一制作了党员学习笔记本分
发到每位党员干部手上，要求
全体党员干部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
学习党章党规以及系列讲话
条文原典，逐字逐句学、突出

主题学、聚焦问题学，注重学
深悟透，切实把握内涵要义。
同时，注重总结“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的新做法和新成效，推
广鲜活经验，及时推送学习内
容，扩大学习教育覆盖面，强
化正面引导舆论，营造了学习
教育良好氛围。

领导干部做表率，标杆
可学可信。学在前，做在前，行
动是无声的指导。为给普通党
员做表率，该委党员领导干部
在学习教育中始终走在前列，
在4月28日市直卫生计生系统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会
上，委党委书记刘德勇就明确
要求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都
要走在前面、当好表率，要求
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
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为广大党员树立可学可信的
标杆，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在这次学习教育中，委党员领
导干部统一编入党支部、党小
组，纳入党组织的教育、管理
和监督之中，以普通党员身
份，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
度，与党员一起学习讨论、一
起查摆解决问题、一起接受教
育、一起参加党员民主评议，
不仅要熟知尽知全体党员应
该学习掌握的内容，同时还要
掌握好与履职尽责紧密相关
的规定和要求；对照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七个有之”、“五个
必须”等重要论述，增强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做心中有党、心中有
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表

率；坚持奔着问题去、带着目
的改；带头坚持干字当头，以
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举
措、更饱满的干劲做好每一项
工作，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自
觉担负起“一起学”、“带着做”
的责任，既当好学习教育的参
与者，又当好学习教育的组织
者和推动者。

创新教育载体，以学促
知入脑入心。及时跟进学习，
建立认同基础，该委坚持把
及时跟进学习中央和省委、
市委的主要精神作为搞好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首要
任务来抓，领会精神实质，夯
实思想基础。他们学习教育
中不断创新载体，丰富形式，
坚持把弘扬孔繁森精神贯穿
始终，在抓长远上教育培训、
在落实上躬身践行，补足精
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
为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入脑入心，该委把红色教育
纳入学习内容，教育广大党
员树立用革命老区精神搞好
卫生计生的理念，自觉传承
红色基因，不断汲取智慧力
量，坚定做革命老区精神的
传承人和实践者。组织党员
到孔繁森纪念馆、鲁西第一
党支部纪念馆、冀鲁豫区党
委旧址等十余处鲁西党性教
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重温
入党誓词、领读经典篇目、党
员互动交流、向身边优秀党
员学习等，接受传统教育、加
强党性锻炼，让主色调更加
鲜艳、正能量更加充沛。市传

染病医院创新学习形式，统
一制作了党员学习手册；佩
戴了党员专属胸牌；制定了
党员考核新标准细则；举办
了全部党员去莘县红色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开展了诸如
青年护理人员技能大赛等载
体丰富的学习活动等。

以学促做转作风，求真务
实惠民生。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学”得怎么样、“做”得好不
好，最终要体现在推动工作落
实、促进事业改革发展、服务
人民群众上。为此，该委坚持
以知促行，依照合格党员的
根本要求和基本标准，以学
促做、知行合一，争做合格的
共产党员；并坚持问题导向，
把解决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
过程，把整改实效体现到党
员形象提升、各项事业发展
进步上来；而且把学习教育
中激发的热情转化为推进医
改任务落实的动力，高标准
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分
级诊疗等改革；为进一步提
高社会办医质量，保证医疗
质量和医疗安全，在全市所
有社会资本举办的医院开展

“民营医院规范管理年”活
动，有力地推进了民营医院
运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
化；创新开展了“万名医生进
家庭签约服务送健康”活动，
实打实助力贫困户脱贫奔小
康，得到了市委领导的充分
肯定，高度赞扬。

(王长新 田冰)

凝凝聚聚干干事事创创业业正正能能量量
聊城市卫生计生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扎实有效

近日，聊城市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主任医师马云波带领
手术团队，自主、独立的为一
例前列腺癌患者，用腹腔镜实
施了根治性切除术。目前，患
者已康复出院，标志着泌尿外
科腹腔镜技术迈上新台阶。

前列腺由于其特殊的解
剖位置，难以暴露，并且血供
丰富，解剖层次稍有偏差极易
引起出血，膀胱颈与尿道的吻
合考验的则是术者的腔镜缝
合技术。所以用腹腔镜做前列
腺癌根治手术，被公认为是泌
尿外科比较复杂的术式之一，
也是体现泌尿外科手术大夫
水平的术式之一。

患者73岁，因查体发现
“前列腺特异抗原(PSA)升高”

入院，进一步进行B超引导下
行经直肠前列腺穿刺组织活
检术检查，证实为前列腺癌，
各项检查未见远处转移，身体
情况良好，具备手术切除指
征。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马云波
带领他的团队，认真分析病
情，讨论病例，决定采用经腹
腔途径，运用娴熟的腹腔镜手
术操作技巧，在离断膀胱颈后
壁后，完整游离并提起双侧精
囊，剪开荻氏筋膜后层，将前
列腺与直肠分离。用Hem-o-
lok夹有效控制两侧前列腺侧
韧带，精准缝合膀胱颈部及尿
道。手术娴熟准确，整个过程
出血量小于100毫升，患者恢
复良好，术后一周痊愈出院。

(赵宗涛)

市市医医院院泌泌尿尿外外科科
腹腹腔腔镜镜技技术术迈迈上上新新台台阶阶

6月1日起，聊城市实施免费婚前

检查，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闸口分院

被指定为全区唯一免费婚检定点单

位。当天上午有16对新人免费婚前检

查。记者了解到，凡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规

定，且男女双方或一方户籍在东昌府

区的适婚人员，均可享受免费婚检服

务。

本报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李婷婷 摄

婚前检查
免费啦！

5月28日-29日，聊城市
第四人民医院在明德楼六楼
会议室特举办“母婴关系与
人格健康——— 客体关系”讲
座。心理学大咖、精神医学博
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
医师丛中教授应邀莅临聊
城，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纷
呈、别具特色的心理健康讲
座。院长武建胤、副院长于法
彦、副院长江景华、医护人员
及心理学爱好者近300人参
加了此次活动。

5月28日，聊城市第四人
民医院六楼无虚席，丛中教授
用一上午时间，沿着100年间
五代人走过的路，阐释了每一
代精神分析大师理论上的更
新和治疗上的补充元素。随后

一天的“母婴关系与人格健
康”，讲解了6个月至两岁孩
子，如何培养其健康人格，以
及人格障碍是怎样炼成的，更
是让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有
了满满的收获与感悟。最后两
个案例督导，随着丛中教授深
入的引导与点拨，让与会者都
有了醍醐灌顶的明悟。

“我们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的使命就是让生命更精彩、家
庭更幸福、社会更和谐。”聊城
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武建胤
表示，今后，医院将一如既往
的坚定信念，坚持公益，认真
履行社会责任，致力于心理咨
询、心理治疗的开发和研究，
为聊城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心
理健康保驾护航。

心心理理学学名名家家
打打造造饕饕餮餮盛盛宴宴

今年5月29日是中国计生协会成
立36周年纪念日，也是计生协会第18
个“会员活动日”，为迎接“5·29”的到
来，莘县卫计局在莘县会展中心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大型文艺汇演活
动，大力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
积极倡导婚育新风进万家，收到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聊城市计生协会副会
长候宪宵、县委副书记张俊芝、县人大
副主任耿西臣、副县长孙孟花、县政协
副主席刘锡金出席了活动。

此次活动以宣传优生优育新政
策为重点，通过文艺汇演、悬挂过街
横幅、出动宣传车、知识咨询、免费
义诊、发放计生药具和计生宣传资
料等形式，结合标语、展板等宣传阵
地进行宣传，为育龄群众送知识、送
技术、送信息、送健康，全面宣传计
划生育法律法规、晚婚晚育和全面
放开二孩知识，宣传科学、文明、进
步的婚育观念以及各种计划生育新
知识，积极倡导全社会对“5？29”计
生协会会员集中活动日活动的参与
和支持。当天，共接待咨询群众5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文
艺汇演分别评出了一等奖一名，二
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 (耿国强)

莘县开展计生协会
活动日宣传活动

“走啊，到文化大院看表演去”，
东阿县铜城街道办事处耿庄村里张
大妈说。在5月28日晚，东阿县铜城街
道办事处耿庄村婚育人口文化内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由本村计生
协精心组织，协会会员、计生文明户
自编自演的文艺晚会在这里上演。

今年，该街道把耿庄村和迟庄
村列为街道婚育文化亮点示范村
创建村庄。从3月份开始，通过街道、
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现在，亮
点示范创建工作圆满完成。5月28
日，街道计生办在该村隆重举行婚
育文化亮点示范村建设总结大会
暨庆祝“5 . 29”文体汇演。大会对评
选出的10户“好婆婆”、“好媳妇”、计
生致富户、遵纪守法户进行了表
彰。此文艺活动既给村民送上了精
神大餐，又传播了新风尚。

该街道婚育文化亮点示范村
的建设，积极宣传了婚育文化、“全
面两孩”政策、生育关怀、移风易
俗、卫生保健和环境卫生等内容，
实现了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和新农
村建设和谐发展。 (王殿申 彭浩)

婚育文化亮点村
绽放婚育新文明

市肿瘤医院获评
“市级无烟单位”

5月31日是第29个“世界无烟日”，聊
城市肿瘤医院积极行动，组织控烟志愿
者队伍，参加由聊城市文明办、市卫生
计生委、市保健办、市疾控中心、经济技
术开发区共同主办的“聊城市暨经济技
术开发区第29个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
这一活动在国际会展中心广场举行。活
动中，聊城市肿瘤医院等25家首批“市级
无烟单位”得到表彰授牌。

活动现场，聊城市肿瘤医院的
控烟宣传志愿者们通过摆放展板、
设立专家咨询台、发放控烟知识手
册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宣传吸烟与
被动吸烟的危害，提高人们对烟草
的认识，增强人们控烟戒烟意识。同
时，医院还在全院所有场所内外张
贴禁烟标志；利用电子显示屏、院
报、宣传栏等媒体向职工、患者和群
众宣传无烟建设相关规定和控烟知
识；在医院门诊大厅和所有候诊区
域摆放控烟宣传资料，并制定不定
期巡查制度，明确控烟责任，为成功
创建无烟单位打下坚实基础。

(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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