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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病7年的患者到立志学医从医、治病救人近30年，从40岁开始入党到当选单位党委书记后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凝聚起强大的党建力量，榆林高新医院党委书记李源始终不忘党员初心，坚守医者仁心，全力守护着一方百姓健康。

7月5日上午，在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动员大会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李源代表200名
受表彰的“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进行了发言，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感念党恩 加入党的组织

李源走上从医道路缘于12岁
那年自己患上肾病综合征，这在当
时缺医少药的农村是很难救治
的。因为这场病一直拖了7年，让
原本学习成绩优异的他连高中也
没上成。病重期间，他暗下决心，
将来一定要当一名医生，救治更多
像自己一样遭受病痛折磨的人。

1990年，李源考上榆林市卫
生学校，毕业后来到西安工作，如
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其间，他有幸结识了刘志丹的女
儿、时任省老区促进会会长的刘力
贞。有一次，李源向刘老表达了想
在西安开办卫校的想法。刘老说：

“小李，还是回陕北老家办医院吧，
那个地方更需要你。”在刘老的启
发鼓励下，李源毅然回到老家榆
林，开办了全市首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建院初期面临很多困难，资金
紧张、人才匮乏、设备短缺，最熬人
的时候，李源一个月时间头发就掉
了一大半。组织知道李源的困境

后主动上门，派人带着他跑银行、
招人才、寻政策、找支持，医院很快
走上了正轨。在党和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下，他于2000年开办
了榆林医专附属医院，2012年又
创建了榆林高新医院。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党和
政府给了我关怀与支持。其间，
我对党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
解。我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是
一个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党，只
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党
组织，才能办更好的医院，才能救
治更多的病人。”李源说，怀着这
份朴素的感恩之情，自己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2013年光荣地加入
中国共产党。

关爱弱者 坚持健康扶贫

作为一名党员医务工作者，李
源一直认为，民营医院的发展离不
开党的政策扶持，离不开各级政府
的支持，绝不能因为是民办，就理
直气壮地把挣钱当作目的，民办医
院也应当体现公益性，也要承担社
会责任。

看到榆林还有很多失能半失
能老人不能入住现有养老机构，不
少残障儿童不能在家门口进行康
复治疗，这些老人大多无儿无女，
小孩多是自闭症患儿，给钱花不在
手上，给饭吃不到嘴里，给衣穿不
在身上，李源决心把对这些弱势群
体的医疗救治作为医院工作的重
要方向。

2016年，榆林高新医院同榆
阳区民政局合作，在全市首创“医
养结合、集中供养”兜底脱贫模式，
把保障性人员集中起来，医中带
养、养中带医，让300多名老人安
度晚年，这一做法荣获全国健康扶
贫优秀案例。2017年，该院又同
榆林市、榆阳区两级残联合作开创

“康教模式”，让400多名17岁以
下的残障少儿在医院接受康复治
疗，并享受义务教育，实现康复、上
学两不误。

党建引领 凝聚红色力量

2016年当选为榆林高新医院
党委书记后，李源对自己的岗位职
责、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如果说以前仅仅是当好一
个医生，管好自己，那么作为书记，
我更要把队伍带好，凝聚更大的力
量，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下，榆
林高新医院这些年得到了很大的
发展，也有了更大的能力为社会
服务，成为全市最大的民办医
院。全院现有职工710名，其中党
员98名。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该院党员职工没有因
为自己身在体制外而退缩。而是
在承担疫情防控责任的同时，17名
医护人员主动请缨分三批奔赴武
汉战场，为抗击疫情贡献了应有的
力量，还有几名同志在抗疫一线光
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站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
会的发言席上，李源铿锵有力地表
示：“今天组织把我评为陕西省优
秀共产党员，但我深知自己离党组
织的要求、离患者的期望还有差
距。今后，我将更加严格地要求自
己，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继续
把医院办好，为守护好老百姓的健
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永葆仁心永葆仁心
——记“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李源

记者 郝彦丰 刘浩波

7月13日，榆阳
区金沙路街道钟阳
社区联合旭永眼科
医院，特邀北京中日
友好医院眼科博士
张智科举办“关爱眼
部健康、守护心灵之
窗”主题知识讲座。

讲座现场，张智
科详细介绍了眼部
相关疾病，普及科学
用眼知识，建议大家
关注眼部健康，定期
进行眼部检查。随
后，对前来咨询的居
民群众进行了眼部
检查，对检查出“老
花眼”的居民发放了
专业眼镜。

图为眼部检查
现场。
通讯员 钟圆圆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白凌燕 王
子君） 近日，靖边县张家畔街
道统万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
前人头攒动，不时有群众手握着
宣传单和药品从排队的人群里
走出来，喜笑颜开地招呼着其他
人：“耐心排着，都给看呢。”

自“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开展以来，统万路社区充分发挥
包抓单位党组织职能作用，联合
县卫健局及其下属单位多次开

展义诊活动，提升居民疾病预防
意识，打造健康宜居社区。活动
中，医护人员耐心对居民进行初
步筛查、诊断和一般治疗，对社
区在册的孤寡老人、困难家庭提
供“上门问诊”服务。截至目前，
义诊活动共计为300余位居民
提供了服务，给辖区5户孤寡老
人长期上门问诊。

图为医护人员为群众上门
问诊。 白凌燕 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6日举
行发布会，介绍健康中国行动实
施取得的进展与成效，给出了两
年来健康中国行动的一份亮丽“成
绩单”。

2019年6月，印发《国务院关
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在全
国推动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健康中
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
介绍，过去两年，健康中国行动组织
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合理膳食、全民
健身、控烟、心理健康促进等15个
专项行动，全方位采取有效干预措
施，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着
力提升群众健康素养。

毛群安介绍，两年来，我国健全
完善重点人群健康保障体系，强化

健康服务，全生命周期健康维护能
力持续提升；2020年，全国孕产妇
死亡率下降到16.9/10万，婴儿死
亡率下降到5.4‰；针对心脑血管疾
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
慢性病，以及各类重点传染病、地方
病，持续强化疾病防控措施，有效遏
制疾病发病率上升趋势；成功打赢
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

据了解，2020年全国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达到23.15%，这意味着
100个人中有23个人掌握了基本健
康知识和技能，比2019年提升3.98
个百分点，增长幅度为历年最大。

健康知识是健康生活的“金钥
匙”。如何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多地在实际工作中探索
总结出了好经验、好做法。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曹后灵说，要让老百姓动起来，把健
康管控起来。他介绍，苏州市建立
了健康教育联播的平台，倡导健康
公约，建成覆盖城乡的70多个健康
教育场馆和5700多个健康场所，推
动健康自我管理，将电子健康档案
通过手机应用向市民开放。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一级巡视员高小俊介绍，北京目
前全市所有村（居）委会公共卫生委
员会已实现全覆盖，同时关注城乡
的差别，对13个涉农区开展“健康
教育进乡村”行动。

而江西则从家庭入手，促进健
康习惯的养成。江西省卫生健康委
党组书记、主任王水平介绍，江西通
过举办健康家庭大讲堂、健康家庭

知识大赛等活动，营造家家健康、人
人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

毛群安表示，尽管居民的健康
素养水平在快速提升，但是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不健康的行为等问题
仍然突出，比如烟草的使用问题，身
体活动不足的问题，合理膳食的问
题，这些都是影响健康的因素。

“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很多
城市都已经实施了公共场所控烟的
条例，我们也在积极推动国家层面
立法，同时也要求各个地方结合地
方实际情况出台控烟的法律法规。”
毛群安说，在全国创建无烟党政机
关、无烟医院、无烟学校等行动都取
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从国家层面
来说，推进立法、实施公共场所控烟
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 睡 眠 难 ”医 学 称 之 为 失
眠。失眠是指长期不能获得正
常的睡眠而言，表现为入睡困
难、早醒、易醒、醒后难以再睡，
或睡眠表浅等。睡眠是生命的
一部分，本应占据每天三分之一
的时间，但由于种种原因，睡眠
对一些人来说越来越成了一种
奢望，睡眠障碍对好多患者来说
是一种越来越严重的身体和精
神的双重折磨。

偶因生活环境改变、生活规
律打乱、情绪波动、身体不适，难
入梦乡者不算失眠。经常性的辗
转反侧、似睡非睡、时睡时醒、稍
睡即醒、毫无睡意、醒后无法再
睡，皆为失眠即“睡眠难”。习惯
性的严重睡眠难主要由复杂的心
理因素和脏腑功能失调所致。对
于顽固性失眠、重大精神创伤和
身体极度衰弱导致的失眠，患者
除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培养良
好的心境，正确看待不良刺激，努
力缓解心理压力，合理饮食，保证
营养，增强体质，正规用药外，还
可试用下述助眠方法：

失眠多因思虑过度所致，很
多人睡意很浓地躺在床上却怎
么也睡不着，老想日常最重要或
最烦恼的事，越想越兴奋，乃至
天天吃安定也“安不定”。越是

睡不着越不能光想一件具体的
事，应当“胡思乱想”，东想一下，
西想一下，故意扰乱思路，让大
脑不清醒，迷迷糊糊入睡。

晚上难以入睡者大多会把
眼睛闭得紧紧的企图入睡，这样
主观上有意识地用力闭眼睛，无
论眼肌还是大脑都工作，效果恰
恰相反。换种办法，在黑暗中将
眼睛睁得大大的，黑暗中睁眼，
眼睛很容易疲劳，让疲乏的双眼
不堪久睁而促发睡意。

睡不着时从200开始倒往下
数数，由于倒数数非常不顺利，会
让人越数越糊涂，越数越没意思，
可使大脑由迷糊状态进入梦乡。

默背一些十分枯燥乏味的歌
诀或文章，使心中马马虎虎、似懂
非懂，十分无聊而慢慢瞌睡。

失眠多为脑力劳动者，越是
睡不着越不能着急。心里这样
想：我睡不着也没关系，我有旺
盛的精力，我明天照样可以干好
我应干的工作，做好我应做的事
情，心里不急才能思睡。

睡不着时还可将身体从头
至脚盖暖一些，因温热可使头脑
发胀而渐生睡意。

睡不着时换个方向睡，即头
朝南换成头朝北，或头朝北换成
头朝南，往往会很快睡着。

本报讯（通讯员 郝鹏 罗喜
林） 日前，神木市医院参加了在
西安举行的“第五届智慧医疗创新
大赛”陕西赛区总决赛，参赛项目
《信息互联互通助推胸痛中心建
设》获得一等奖，并将于9月参加
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智慧医疗创新大赛”由移动
医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发起，是
目前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医工交叉
创新交流活动之一。自2017年
开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参
加“第五届智慧医疗创新大赛”陕
西赛区总决赛的创新项目共有

21个，神木市医院与西京医院、
唐都医院、省人民医院等多家省
内大医院同场竞技，参赛项目均
从医疗痛点、难点入手，并与健康
大数据、医学人工智能、5G与物
联网、智能终端等相关创新技术
相结合，解决医疗技术中的难点
问题。神木市医院近几年来不断
加强胸痛中心建设，2019年 10
月31日顺利通过国家认证，成为
陕西省首家通过国家胸痛中心认
证的县级医院。截至今年6月，
该院胸痛中心共救治了1800多
例胸痛患者。

神木市医院一项目

获智慧医疗创新大赛陕西赛区一等奖
9月将角逐全国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 刘红） 7月
20日，榆林高新区教育文体局联
合爱尔眼科医院举办青少年近视
防控大讲堂，引导学生自觉爱眼
护眼。

现场，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
院博士生导师杨智宽从阅读距离

大于33厘米、用眼时长要把握、
用眼角度要正确、环境光照要适
合、户外运动要有效、电子产品要
控制等六个方面，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学生、家长、教师讲授了近
视防控常识，积极引导学生培养
良好的爱眼护眼习惯。

榆林高新区教体局

举办青少年近视防控大讲堂

本报讯（记者 李志东 见习记
者 叶子 通讯员 赵亚萍） 近日，

“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诊疗协作单
位教授工作室”在定边县人民医院
揭牌，标志着定边县人民医院与省
抗癌协会及西安交大一附院肿瘤
科的合作正式拉开序幕。

据了解，该工作室的成立是一

项助力定边县医疗服务提升、惠及
定边百姓的民生工程，将有利于开
展跨区域医学交流，推动定边县人
民医院肿瘤诊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让定边县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一
定程度上缓减患者“看病远、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

省抗癌协会

成立定边肿瘤诊疗专家工作室

本报讯（通讯员 王菊） 7
月15日，榆阳区崇文办学院社区
邀请专家讲师为辖区居民举办健
康知识专题讲座，切实提高群众
健康意识。

讲座中，讲师结合日常生活，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述了紧
急救护知识、慢性病的防治、职业

病的防治、室内装饰甲醛的污染及
预防四方面的知识。并现场演示
了如何进行心肺复苏、寻找关键养
生穴位及注意事项。最后，从健康
生活四大基石即合理膳食、适量运
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同时引导居民要加强自
我保健，做到防患于未然。

榆阳区崇文办学院社区

邀专家为居民传授健康知识

帮你对抗“睡眠难”
刘挺

健康中国行动发布“成绩单”
新华社记者 王琳琳 徐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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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服务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