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动的图片袁丰富的文字展览袁让
让大家对伟人的一生有更多的了解袁
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更深的认识袁深
切感受到真理的伟大力量遥 我们将继
续坚定信念袁 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信念冶袁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浴

7 月 3-11 日袁 我院根据北大医学部
的统一安排袁 开展了 野共产党员献爱心冶
捐款活动遥 在捐款活动中袁 各支部积极动
员袁 严密组织袁 一周时间里共收到 40 个
党支部 622名 渊含民主党派人士尧 入党积

极分子尧 群众冤 同志捐款 56555.4 元遥 其
中袁 朱军同志捐款 2000 元袁 周军同志捐
款 1000 元袁 苏向前尧 邢沫尧 许秀菊尧 薛
冬尧 宋玉琴尧 尚智鑫尧 应志涛同志各捐款
500 元袁 隗铁夫尧 杨跃尧 仲西瑶尧 弓健尧

王维虎尧 吴昊尧 李永恒尧 袁灿尧 吕桂芝同
志各捐款 300 元袁 九三学社郝纯毅捐款
200 元袁 肝胆胰外二科支部收到 20 名群
众捐款 1000元遥

渊党院办 姚勇冤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组织“共产党员献爱心”捐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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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跨越时空袁 信仰激奋人心遥7月 3
日下午袁我院报告厅内灯光璀璨尧激情澎湃袁
由院党委主办的 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要要要
庆祝建党 97周年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
年冶大会隆重举办遥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组
织部副部长李海峰应邀出席袁在院党政班子
成员尧全院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300余人参
加大会遥会议由党委副书记许秀菊主持遥

党委副书记薛冬宣读了党委七一表彰

决定袁 胃肠肿瘤中心一病区党支部等 10个
党支部和薛侃等 63名党员获先进党支部和
优秀共产党员表彰遥

随后进行的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
叙事会跨越时空袁以马克思的一生尧马克思

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贡献尧 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四个篇章展开袁浓
缩地反映了马克思的一生尧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尧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史和新时代新思想新
征程的壮丽图景袁既全方位展现了马克思为
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袁
感受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和生命力袁直面野真
理的力量冶袁又直观地演绎了我们从哪里来尧
走的什么路尧要往哪里去的时代命题袁讴歌
了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尧顽强奋进的精神
风貌袁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将继
续照耀当代中国前进的方向遥

在具体形式上袁叙事会注重创新袁综合
运用讲述尧情景表演尧合唱等多种形式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遥叶选择曳一幕让观众深切体会
马克思贯穿一生的崇高理想和伟大追求曰
叶真理曳叶革命曳 等幕让我们感受马克思思想
的伟大深邃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叶预言
中国曳叶真正的老师曳叶应运而生曳等幕标志着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尧一个勇担民族复
兴历史大任尧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
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 叶新中国曳
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曳叶新时代曳 等幕充分展
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袁古老的中华民族
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尧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尧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曰医务人员的
大合唱叶马克思之歌曳袁更是向人类历史上最
伟大的思想家致敬袁也宣示着我们对马克思
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袁共同创造祖国更

加辉煌明天的信心和决心噎噎
党委书记朱军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袁北大

肿瘤医院医务人员用多种艺术形式歌颂伟
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尧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袁 就是为了让我们始终把信念锻造锤炼袁
把党放在心里袁把政治建设挺在前头遥我们
要更加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袁坚定理想信
念袁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立鸿鹄志袁做奋斗
者尧实干家袁为党的事业袁为医院尧医学部和

学校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遥
激昂雄壮的合唱尧 荡气回肠的朗诵袁叙

事会现场配以精美视频尧画外音尧图片资料
穿插以及先进的灯光手段袁在为观众呈现了
一场融思想性尧艺术性尧观赏性于一体的高
水平演出的同时袁更为观众上了一堂用艺术
讲政治的特殊党课遥北大肿瘤医院用满腔激
情献礼新时代尧新征程袁在昂扬的旋律中交
上书写信仰的答卷遥

渊党院办 刘晨冤

一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先进党支部院
胃肠肿瘤中心一病区党支部尧 胃肠肿瘤中
心二病区党支部尧介入科党支部尧胸内二康
复科党支部尧日间 VIP2 党支部尧药理输血
党支部尧门诊部党支部尧机关三党支部尧后
勤保障党支部尧研究生第二党支部遥

二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优秀共产党员院
薛 侃 武爱文 苏向前 崔 明

杨永波 王 嘉 陈小杰 张忠秋

李金锋 孙俊勇 杨 勇渊泌尿外科冤
盛锡楠 余 靖 李占东

朱向高 邱 倩 艾英华 郝思奇

刘晓红 李 燕渊药理基地冤
张 红渊日间病房冤 王 云 何小杰

关晓雅 颜青兰 刘 畅 张宏志

庞 英 张晓燕 刘玉良 吴 薇

曹友俊 刘汝锋 林新峰 蒋 伟

曹长琦 胡 颖 于新颖 田 巍

刘笑然 章 玉 王 丹 彭 炜

田 振 杨 红渊护理部冤
王 楠渊运营办冤 杨 雷 刘军燕

樊 荣 袁 灿 刘佳平 孙素莲

林仲翔 董 敏 王余泰 乔 梦

聂梦林 周 婷 刘文苏 陈 雪

陈心怡 刘亚璐 王 星

光荣榜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尧叶共
产党宣言曳发表 170 周年袁引导党员充
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袁 激发
党员为理想信念奋斗的热情袁 北大肿
瘤医院党委号召各支部根据自己时

间袁 安排参观展览袁 并于 6 月 6 日下
午袁 组织了全院第一批党员与入党积
极分子 50 余人袁 赴国家博物馆参观
野真理的力量要要要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冶主题展览遥
各支部纷纷响应党委号召袁到目前

为止袁 先后有十多个党支部组织党员群
众 200余人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 野真理
的力量要要要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冶
主题展览遥

野真理的力量要要要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冶展览分为野伟大革命导师马
克思的壮丽人生冶尧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光辉历程冶尧野新创作马克思主义
题材美术作品冶3 个部分袁 展出了马克
思尧恩格斯尧列宁手稿尧笔记本及亲笔
签名的原版书籍等珍贵文献遥 通过图
片尧书画尧书籍尧塑像等形式展示了马
克思的生平尧革命实践尧理论贡献和精
神境界袁 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
的光辉历程遥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

上袁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野新时代袁
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袁学
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袁 不断从中汲取
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遥冶此次院党委组
织观展活动袁 也是医院加强意识形态
工作尧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和视察北京
大学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遥

渊党院办 管九苹 王伦冤

真理的力量：院党委组织参观“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主题展览

捐款支部

胃肠肿瘤中心一病区支部

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支部

肝一胸一支部

胸外二支部

手术室-ICU支部
头颈支部

胸内一支部

肾癌黑色素瘤内科支部

消化内科支部

中医科支部

药理输血支部

药剂科支部

内镜营养支部

检验核医学科支部

基础一支部

迦南支部

机关一支部

机关三支部

财务支部

研三支部

研四支部

捐款人数

14
15
6
14
14
10
13
18
12
16
15
24
10
15
16
10
22
14
11
3
3

金额渊元冤

1300
900
500
1700
1000
950
1400
1750
2300
1950
1020
1100
760
1000
1800
750
2250

1143.3
510
105
80

捐款支部

胃肠肿瘤中心二病区支部

胃肠肿瘤中心四病区支部

肝胆胰外二科支部

乳腺中心支部

麻醉支部

妇科支部

胸内二康复支部

淋巴内科支部

放疗支部

日间 VIP11支部
介入科支部

病理超声支部

统计室支部

门诊支部

基础二支部

离退休党总支

机关二支部

机关四支部

后勤保障支部

合计 40个支部

捐款人数

14
10
34
9
18
8
14
12
27
21
12
15
11
16
24
35
15
19
25

622

金额渊元冤

1100
550
2400
440
1800
470
900
3450
4100
1430
850
570
580
1150

1777.1
3790
1950
2500
2480

56555.4

2018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野共产党员献爱心冶捐款统计表

作为 野2018 年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班冶 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袁 院党委组织
参加培训的 40名积极分子参观了展览遥

学员们参观后表示袁 中国共产党是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袁 马克思
主义博大精深袁 要更加自觉刻苦地读马
克思主义经典尧 特别是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坚定理想信
念袁 努力争取首先在思想上入党尧 行动
上入党遥

透过展品跨越时空袁 感知马克思
为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类解放不懈奋斗

的一生袁 感受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和生
命力袁直面野真理的力量冶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 身处和平年代的
我们袁 要深入学习领会马克思博大精
深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袁 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尧指导实践尧推动工
作曰 要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信
念袁不忘初心跟党走袁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遥

在展厅里袁 大家通过展览内容追
随着马克思一生的足迹袁 时而弯腰拍
照袁时而驻足沉吟袁深入感受伟人的魅
力袁深切感知真理的力量袁受到了一次
真理的沐浴和心灵的洗礼遥大家表示袁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为全人类

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袁 并为这一追求不
懈奋斗了一生袁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袁
更要牢记这种精神尧这份执着袁不断学
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袁 从中汲取无穷
的科学力量袁武装头脑袁以更好地指导
和投身工作实践遥

在展厅里袁多种版本的叶共产党宣
言曳令我们震撼袁这部纲领性文件由马
克思尧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袁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袁 是一种崭
新的世界观袁 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座
不朽的精神丰碑遥 马克思给人类留下
的宝贵遗产袁不仅有科学的理论袁而且
有崇高的风范遥

马克思曾说过院 在科学的道路上
没有平坦的大道袁 只有不畏艰险沿着
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袁 才有希望达
到光辉的顶点遥 这样一位伟大智者的

永不停息尧 顽强的学习精神使我们深
受启迪尧备受鼓舞袁立志在肿瘤科学研
究的道路上砥砺奋进遥

看完展览袁 党员及积极分子对共
产党人为什么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袁 深深感
受到真理的伟大力量遥 我们纪念马克
思袁 既是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
家致敬袁 也是宣示我们对马克思科学
真理的坚定信念浴 我们必须紧紧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袁继续高扬马克思伟大旗帜袁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
定野四个信念冶袁马克思尧恩格斯设想的

人类社会美好蓝图就一定能在中国大

地上实现袁结出累累硕果浴

马克思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创立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袁 推翻旧世界尧
建立新世界的伟大实践中袁 为无产阶
级和全人类创造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

富遥 今天袁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安
定尧 幸福的当下袁 更应该珍惜现有生
活袁 学习马克思不畏艰辛尧 顽强不息
的精神袁 立足本职岗位袁 为医疗卫生
事业做出不懈努力遥

通过参观袁 大家看到了马克思童
年时代的特里尔城的影像袁 日常工作
的手稿尧 信件袁 叶与工人代表在一
起曳 等艺术作品袁 共同回顾了马克思
的中学时代袁 革命一家人袁 与恩格斯
的伟大友谊袁 以及共产党宣言及资本
论等伟大著作的创作过程遥

展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尧 实践的光辉历程袁 其中袁 共产
党宣言的翻译出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遥

展览采取艺术作品与实景模拟相

结合的方式袁 大家通过观看影像资
料尧 翻阅 3D 叶资本论曳尧 在朗读亭朗
读共产党誓言等活动中体味了一代伟

人的壮丽人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光辉历程遥

通过本次参观袁我们认识了千年
第一思想家马克思光辉而伟大的人

生经历袁 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袁为
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献身精

神遥展览使我们更加真实地走进了马
克思的内心世界袁更加深切地感知马
克思主义思想所具有的穿越历史的
真理力量遥

通过本次参观活动袁 广大党员尧
积极分子感触颇深遥 我们纪念马克
思就是要学习他寻求真理袁 不断斗
争的精神袁 学习他为世界无产阶级
奋斗终生的精神袁 同时也更加坚定
了大家坚持 野马列主义冶 的信念 遥
最后大家在支部书记的带领下重温
入党誓词遥

通过此次参观袁 大家纷纷表示对
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尧 世界影响和
当代价值的理解更加深入了袁 深刻领
会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性贡献袁 进一步坚定了自身
的理想信念袁明确了自己的使命担当袁
要切实发挥党员作用袁 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遥

6月 6日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6月 6日 机关一党支部

6月 14日 机关四党支部 6月 15日 基础一党支部

6月 22日 财务党支部 6月 23 日间麻醉党支部

6月 23日 药剂科党支部尧团支部

6月 23日 中西医结合科党支部

6月 26日 统计室党支部

6月 26日 胸内一党支部

6月 28日 机关二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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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院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开办 周年

给孩子们一个难忘的童年
要要要院工会野托管班冶开班十年纪实

放暑假了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工会举办的第 20期寒暑假托管班又迎来了 30多个孩子袁从 2008 年暑假开始袁10 年
寒暑 20个班袁托管班已经成为了放假前孩子们的期盼尧假期中孩子们的乐园袁假期后孩子们的留恋袁长大后不会忘记的
童年记忆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工会托管班为什么能坚持 10年之久而经久不衰? 野让孩子学习生活得开心袁让家长工作之
余无后顾之忧冶袁便是院工会的回答袁也是托管班践行十年的动力遥

让我们走近工会野托管班冶袁看看它是如何做到野为员工排忧解难冶尧野给孩子一个难忘的童年记忆冶的遥

每到学校放寒暑假袁 孩子的管理就成为家长
们的一件烦心事袁小学生年龄小尧自制力差袁没有
小朋友一起玩很孤独袁独自放在家里不放心袁带到
医院影响工作袁 放到社会托管班每天上百元的费
用成本太高袁尤其是我们医院年轻人多袁夫妇双方
家在外地的多袁于是每到寒暑假袁孩子的安排就成
为了家长的一件愁事遥

2008年 2月在医院第七届职代会第四次会议
上有两位代表分别以提案方式提出袁 寒暑假比较
小的孩子没人管袁放在家了不放心袁建议办一个假
期托管班遥办一个托管班袁无场所尧无条件尧无人员,

有风险尧有责任尧有隐患袁三无三有袁还可以说出数
条办不了的理由袁 况且当时几年前北大医院幼儿
园事件的阴影还在袁 在当时众多媒体正在连篇累
牍的报料一个幼儿园因两个小孩互相打闹受伤而

三方对簿公堂的新闻袁可以说袁办托管班袁难袁太难
了遥

院工会进行了访谈调查袁 医院年轻医务人员
多袁双职工多袁家在外地的多袁家长中高学历多尧骨
干多尧每到寒暑假袁家长都为孩子没人管头疼袁不
得不反复请假袁或者晚来早走尧影响一线工作袁也
影响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和健康成长袁 年轻家长们

也难袁太难了遥
经过多次的调查论证袁制定安全措施袁院工会

决定在寒暑假开办职工子女小学生托管班袁2008
年暑假袁托管班正式开班遥此消息一经传出袁立刻
引起轰动袁年轻的家长们踊跃替孩子报名袁还没放
假袁报名者就达到了 30 多名袁简直可以成为一个
标准教学班了遥

有的家长说院野工会在此时开办的托管班实为
救人于水火之义举浴冶

办托管班袁是要冒风险的遥听到的也不都是赞
扬袁也有不同的声音袁疑问者有之野孩子送到这儿袁

保险吗钥冶曰关心者有之野这也不是你们必须办的事?
这不是自找苦吃吗钥冶曰提醒者有之野再考虑考虑袁
可千万别出事冶曰旁观者有之野惹出祸就好了袁就不
折腾了遥冶质问者有之野你们有教学资质吗钥冶

当时还是工会常务副主席的许秀菊说 :野维护
职工权益袁不止是替职工说话袁帮职工和行政部门
耶打架爷袁更重要的是为职工办事尧办实事遥冶

野办个托管班袁可解决许多职工的困难遥一来
孩子生活尧学习有人照顾袁二来职工心也踏实袁可
以安心工作遥托管班要办袁也一定要办好袁为员工
排忧解难冶遥

初衷要要要落实提案 排忧解难

决定办班袁还要解决野三无三有冶的拦路虎遥
工会在后勤处的大力支持下袁 腾出工会的库

房袁摆上桌椅袁成为了教室遥每天上课时袁孩子们在
老师的带领下学外语尧教唱歌尧讲故事尧做手工袁还
由孩子们进行钢琴表演袁安排孩子们做假期作业遥

大厅与平时不用的电梯间过廊袁 经过安全处
理袁成为孩子们午休睡觉的野卧室冶袁摆上厚厚的床
垫袁铺上整洁的床单袁盖上干净的被单袁一阵嬉笑
打闹后袁孩子们安静地进入梦乡遥

由工会干部担任老师袁 年龄大的担任生活老

师安排吃饭睡觉袁 年轻的担任活动老师带孩子
野玩冶袁大家各展所长担任教学老师遥托管班里有专
管淘气包的退休王奶奶袁有领着做游戏的小阿姐袁
有为孩子们讲课说故事的许阿姨袁阿姐尧阿姨尧阿
奶三代同堂当起孩子王遥

看到工会干部们的辛苦袁 好多热心人主动抽
空来帮忙袁成为托管班的业余老师遥他们说野孩子
送到这儿袁得让家长们放心冶尧野好事要办好袁我们
帮帮忙也应该冶遥

带有空调的工会大厅经过边边角角的处理袁

成为活动室袁冬暖夏凉袁成为了孩子们的乐园遥打篮
球尧丢沙包袁老鹰捉小鸡袁在老师的带领下做各种游
戏袁老师累得呼哧带喘袁孩子玩得满头大汗遥

孩子们的早餐和午餐都由职工食堂专门为孩

子们准时供应袁只收成本价格遥孩子们在这里吃饭
也野比赛冶袁尤其是几个男孩袁可以说是食量大增遥面
对这些小小的野大胃王冶袁食堂从不野吝啬冶袁不仅让
孩子们吃饱袁 还变着花样满足孩子们的不同口味袁
用厨师长的话说袁就是要让野祖国的花朵吃好冶遥

托管班里袁每日都上演着动人的景象遥

为了办好托管班袁吸引住孩子们袁让家长放心袁工
会的老师们费劲了心思遥
一位家长说野开班的第一天袁我把孩子送到工会袁

眼前顿时一亮袁大厅里收拾的亮亮堂堂袁几个 7尧8岁的
孩子正在跳绳袁不时传来快乐的笑语声遥走进教室袁只
见窗明几净袁座椅摆放整齐袁讲台前有一张大黑板袁旁
边还有一台电视供孩子们观看儿童节目遥冶
托管班规定袁7点半开班袁8点开饭袁这是为了方便

家长遥7点半送来袁家长不耽误病房早交接班遥8点开早
饭袁是为了免去家长早起的忙乱遥这样一来袁工会的老
师们就要提前半小时上班袁而且已经坚持 10年袁真是
太不容易了遥
除去正常上课袁托管班还开展户外活动游公园尧为

小朋友过生日袁可以说是丰富多彩遥
院工会托管班不仅让孩子们吃好玩好尧不磕不碰袁

而且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袁 开展做小科学家学科普

知识活动袁受到家长们的好评遥
2016年 8月 2日袁院工会大厅孩子们的欢笑声不

断袁热闹非凡遥在这里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心实验室
为托管班的孩子们和托管班毕业长大的学生们举行了

野青少年暑期科技开放日冶活动袁培养孩子学科学尧爱科
学的精神袁让托管班的孩子们到科学的世界畅游遥

在一天的时间里袁40多个从 5岁到 17岁的大小
孩子们在这里看到了生命的神奇袁 体会到了科学的严
谨袁学到了仪器设备的使用袁学会了科学洗手遥

一个工会托管班的往届野毕业生冶袁当时十来岁的
小男孩已经长成了 1米 86的小伙子袁已经超过了规定
的学员年龄袁他自愿报名当了一名志愿者袁为小朋友们
服务遥

孩子们高兴极了袁惊奇的表情袁开心的笑颜袁充满
求知欲的纯真大眼睛袁表现出了孩子们的收获遥萌娃组
活动中袁做托盘天平称重实验时袁老师给孩子们讲天平

使用操作规则袁讲完后袁老师问孩子们袁使用天平时野为
什么是左物右码冶呀钥有个孩子抢着举手说袁野老师我知
道袁是 耶因为爱情爷冶浴弄的老师哭笑不得遥

孩子们说院野昨天袁妈妈带我参加野青少年暑期科技
开放日冶活动袁参加了微观世界尧天平称重尧加样枪的使
用尧酸碱度测试袁还参观了各种仪器遥我最喜欢的就是
在显微镜下观察小金鱼的尾巴袁因为小金鱼是活的袁所
以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小金鱼的细胞在动来动去袁特
别神奇浴参加这次活动袁我特别开心袁感觉科学的大门
已经打开了浴冶

一位孩子兴奋了一整天袁 回到家还对家长说院野爸
爸袁你的工作和你们单位的阿姨们真好袁我将来也要做
科学家冶遥

野播下科学的种子袁静待花开冶遥野青少年暑期科技
开放日冶让孩子们走近科研和自然科学袁探索科学的奥
秘袁激发了孩子们对科学的爱好遥

走进 2016年暑期托管班袁有个虎头虎脑的
小男孩在给小朋友讲故事袁 玩的时候又成为了
孩子头袁 领着大家一起玩袁 像志愿者还小一点
儿袁像学员吧又大一点袁这是谁呢钥

他都超龄了袁为什么还上托管班袁有的小朋
友问老师遥老师说袁他妈妈支援新疆了袁家里就
剩他一个袁和我们大家一起玩袁不是挺好吗钥原
来袁这是麻醉科陈冀衡大夫的孩子杨翌平袁今年
五年级了遥

托管班开班的时候袁 工会刘晶接到了陈冀
衡大夫从新疆和田发来的微信袁说袁放暑假了袁
孩子只一个人在家袁没人带袁真不放心袁能不能
让他白天到托管班袁就放心了遥

工会托管班只接受 1-4年级的孩子袁 五年
级就超龄了袁 刘晶请示许主席袁 许主席当即说
野特殊情况特殊对待遥收袁不仅要收袁而且要照顾
好遥冶

原来袁作为第一个女性援疆医生袁要克服比
男性更多的困难,最重的就是对孩子的牵挂遥虽
然袁孩子像个小小男子汉袁作为医生的孩子袁独
立生活能力比同龄的孩子要强袁 但当妈妈的总
还是格外牵挂袁 放到托管班袁 孩子可以做到早
餐尧中餐吃饭有时间有规律了遥

于是袁工会担当起了照顾杨翌平的任务遥
在班里袁老师问到孩子袁晚饭你怎么办袁孩

子说袁野我用饭卡在食堂吃呀袁 我还要给爸爸打
一份饭拿回家袁 我都能帮爸爸做事了袁 我厉害
吧遥冶当老师问到野你的医生爸爸值夜班时你怎
么办呀钥冶野我自己在家关好门睡觉呗钥冶 孩子自
豪的回答袁听的人心里有点酸酸的遥

工会许主席说 野托管班本来就是解决职工
孩子假期没人照顾袁让上班的家长放心的袁她妈
妈支援新疆了袁 我们更应该收袁 解决他们的困
难袁 也是我们对职工的关心袁 让援疆的妈妈放
心袁更是我们对援疆工作的间接支援遥冶

2016年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援疆干部陈冀
衡医生在新疆和田写道院

今晚跟儿子视频袁 看到他长长乱乱的头发
已变成了精神帅气的小平头袁帅呆了遥他高兴地
告诉我袁是工会许秀菊老师带他去理发的遥而且
细心的许老师了解到由于小区停热水袁 孩子好
几天没洗澡了袁身上都有味儿了袁立即把自己的
洗澡卡给他并告诉他如何使用遥 看着儿子帅气
的发型尧 干净的衣着和兴奋的样子袁 我非常感
动遥

这么长时间身在异乡袁远在天涯袁没办法照
顾家庭袁作为一个母亲袁每次看到孩子时都有内
疚感袁 然而工会的老师们却替我给了我儿子那
么多关爱袁让我倍感温暖遥我爱人工作很忙袁值
班尧手术尧门诊常常是连轴转袁没什么时间照顾
儿子袁 没有妈妈在身边袁 孩子常常是独自上下
学袁 独自外出吃饭袁 饿了累了都自己想办法解
决袁显得有些可怜遥工会许主席了解到这些困难
后袁 打破四年级以上孩子不能进工会托管班的
规定袁爽快地答应让儿子暑期进托管班袁这真是
雪中送炭遥

了解到儿子在托管班里学习尧吃饭尧玩耍很
开心袁我也无后顾之忧袁可以安心工作了遥冶

自从有了托管班袁家长们反映袁把
孩子送到自己的托管班放心袁 再也不
用每天人在班上袁心挂孩子袁上班急匆
匆袁下班像冲锋那样接送孩子了遥而且

孩子们在托管班非常开心袁 听从老师
指挥袁积极参加集体游戏袁许多孩子饭
量增加袁结识了很多小朋友袁对孩子的
身心健康发展很有益处遥

野今天又男女生分组打排球比赛
了袁我们男生组又赢了曰今天老师给我
们讲课了袁 告诉我们农村的孩子们是
怎样游戏的袁呀浴他们的童年是那样的
啊袁跟我们不一样曰嗨浴今天老师们带
我们去看电影叶肖申克的救赎曳了袁但
我没看懂袁 很奇怪整部电影怎么没有
一个女的钥冶

野今天是我十周岁的生日袁没想
到托管班的老师们也记得我的生日袁
下午同学们正在玩袁 就见王老师端来

一个大蛋糕放在桌子上袁 这是一个小
熊形状的奶油蛋糕袁 上面撒满了巧克
力碎屑袁看上去美味诱人遥王老师说院
耶今天是小暄的生日袁大家都来吃蛋糕
吧浴爷接着袁她把生日帽给我戴上袁又把
蛋糕切成小块分给大家遥 小朋友们接
蛋糕时袁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袁接着迫
不及待地吃了起来袁 吃得满脸都是奶
油袁活像一只只小花猫遥看着他们的样
子袁 我好开心啊浴 感谢托管班的老师
们袁明年还能让我来这儿过生日吗钥冶

家长们看在眼里袁发自内心地说院
野下午五点我去接孩子袁许老师很负责地

跟我讲孩子一天的表现袁称赞孩子的优点袁指
出孩子的不足袁 还很细致地讲孩子早餐和午
餐吃了些什么袁吃了多少袁对于中午不习惯午
睡的孩子袁老师就睡在他们身边袁像妈妈拍打
自己孩子那样轻轻地拍着他们入睡遥冶

野我的儿子每天都有一些变化袁有一天我
把他接出来时看见他用餐巾纸裹着一小包东

西遥野这是什么钥冶 我问遥野这是今天做游戏时袁
老师发给我们的奖品袁 我没舍得吃袁 给您留
着袁我要报答妈妈的母爱遥冶儿子小心翼翼地
打开包裹袁 原来是榛子和松子遥野看来老师讲
的故事让孩子懂事了冶我感动地想遥冶

野儿子每天早上一起床袁甚至都等不及 7
点半袁就催着我带他去托管班遥每天下午接他
回来后都有好多高兴的事告诉我袁 兴奋地说
一会儿托管班的生活遥看着他高兴的样子袁我

也很快乐遥 工会的老师们用她们的爱心和耐
心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遥冶

野工会的同事们以极大的爱心尧耐心尧责
任心关心孩子们袁爱护他们袁用鼓励尧赏识尧参
与等教育方法帮助他们袁 把爱渗透到孩子们
的心里袁我儿子现在经常说院耶妈妈袁放暑假我
还要去你们的托管班袁行不行钥爷袁生怕我不让
他去袁现在就预订上了袁其实他哪里知道袁我
比他更期待这个托管班遥冶

野第一天下班有点儿事情耽搁了袁托管班
只有女儿一个没被接走了遥 我问院耶着急了
吧钥爷她说院耶没有袁刘晶姐姐在和我聊天呢浴爷遥
第二天袁我早到了半小时袁女儿在和小朋友做
游戏袁 抬头奇怪地对我说院耶妈妈袁 你来干什
么钥我还没玩够呢袁下次晚点儿来浴爷这才第二
天袁她就舍不得离开托管班了浴女儿开心袁我
俩工作也安心袁衷心感谢工会的老师们袁你们
辛苦了浴冶

10 年中袁 工会的几位干部为托管班
付出了多少心血袁 家长们深有体会袁 长
大后不断回来看望托管班老师的孩子们
是最好的说明遥

年龄较大的王老师有时让孩子们

野闹冶 的心率加快袁 吃点药后还要带孩子
们玩袁 她说袁 野我为能在寒暑假里与你
们在一起而感到欣慰遥 虽然每年的托管
班我们工会的三位老师付出很多心血袁
在寒暑假不能休息袁 比平时增加很多工
作袁 但是袁 我们觉得值遥冶

曾经的郭老师说袁 野小朋友们在这

里学习尧 听课尧 吃饭尧 午睡尧 玩耍袁 幸
福得一蹋糊涂浴 能够让职工在寒暑假安
心本职工作袁 工会就踏实了遥冶

十年前袁 刘晶也就是个大孩子袁 小
朋友们只拿她当姐姐袁 还时不时的恶作
剧欺负她一下袁 据说还真有被欺负哭了
的时候遥 可她仍每年认真组织开班袁 不
断改进工作袁 她说院 野虽然有时恨不得
揍他们一顿袁 但我还是喜欢他们袁 跟孩
子们在一起我每天都烦恼并快乐着遥冶

托管班第一次开班时袁 笔者曾对许
主席有个采访袁 虽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袁

今天读起来仍感到亲切遥
当时许秀菊主席说院 野不办托管班袁

大家是不会说什么袁 因为可以讲出 100
个不办的理由遥 但是袁 医院要工会干什
么钥 仅仅是发发福利尧 手舞足蹈吗钥 不
是遥 工会在医院 耶存在爷 最根本的依存
就是为职工服务袁 因此袁 工会工作首先
是让职工满意遥冶 野我们解决了 30 多个
孩子的托管问题袁 就会有 30多个家长安
心工作遥冶 野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袁 工会
是为职工服务的袁 要把职工的事放在心
上遥 工会就应该时刻关心职工的利益袁

主动多做点 耶份外爷 之事袁 为职工排忧
解难遥冶

不知不觉袁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托
管班已经办了 10年了遥 每年孩子尧 家长
们所写的关于托管班的消息短文袁 孩子
们快乐的照片袁 都为 10年前这一创举做
了极好注解要要要创新才有生命力袁 做好
才有号召力袁 坚持才能取得胜利遥

不忘初心袁 用权为民袁 三严三实贵
在做 野实冶袁 踏踏实实做点默默无闻的事
情袁 便是医院工会十年托管班的可贵遥

渊党院办 王伦 刘晨冤

托管班的野超龄学生冶

办好要要要丰富的活动内容

办班要要要创造条件 细致安排

心声要要要孩子高兴 家长放心

童言无忌

家长心声

不忘初心 用权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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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的图片袁丰富的文字展览袁让
让大家对伟人的一生有更多的了解袁
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更深的认识袁深
切感受到真理的伟大力量遥 我们将继
续坚定信念袁 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信念冶袁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浴

7 月 3-11 日袁 我院根据北大医学部
的统一安排袁 开展了 野共产党员献爱心冶
捐款活动遥 在捐款活动中袁 各支部积极动
员袁 严密组织袁 一周时间里共收到 40 个
党支部 622名 渊含民主党派人士尧 入党积

极分子尧 群众冤 同志捐款 56555.4 元遥 其
中袁 朱军同志捐款 2000 元袁 周军同志捐
款 1000 元袁 苏向前尧 邢沫尧 许秀菊尧 薛
冬尧 宋玉琴尧 尚智鑫尧 应志涛同志各捐款
500 元袁 隗铁夫尧 杨跃尧 仲西瑶尧 弓健尧

王维虎尧 吴昊尧 李永恒尧 袁灿尧 吕桂芝同
志各捐款 300 元袁 九三学社郝纯毅捐款
200 元袁 肝胆胰外二科支部收到 20 名群
众捐款 1000元遥

渊党院办 姚勇冤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组织“共产党员献爱心”捐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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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跨越时空袁 信仰激奋人心遥7月 3
日下午袁我院报告厅内灯光璀璨尧激情澎湃袁
由院党委主办的 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要要要
庆祝建党 97周年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
年冶大会隆重举办遥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组
织部副部长李海峰应邀出席袁在院党政班子
成员尧全院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300余人参
加大会遥会议由党委副书记许秀菊主持遥

党委副书记薛冬宣读了党委七一表彰

决定袁 胃肠肿瘤中心一病区党支部等 10个
党支部和薛侃等 63名党员获先进党支部和
优秀共产党员表彰遥

随后进行的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
叙事会跨越时空袁以马克思的一生尧马克思

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贡献尧 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四个篇章展开袁浓
缩地反映了马克思的一生尧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尧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史和新时代新思想新
征程的壮丽图景袁既全方位展现了马克思为
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袁
感受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和生命力袁直面野真
理的力量冶袁又直观地演绎了我们从哪里来尧
走的什么路尧要往哪里去的时代命题袁讴歌
了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尧顽强奋进的精神
风貌袁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将继
续照耀当代中国前进的方向遥

在具体形式上袁叙事会注重创新袁综合
运用讲述尧情景表演尧合唱等多种形式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遥叶选择曳一幕让观众深切体会
马克思贯穿一生的崇高理想和伟大追求曰
叶真理曳叶革命曳 等幕让我们感受马克思思想
的伟大深邃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叶预言
中国曳叶真正的老师曳叶应运而生曳等幕标志着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尧一个勇担民族复
兴历史大任尧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
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 叶新中国曳
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曳叶新时代曳 等幕充分展
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袁古老的中华民族
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尧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尧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曰医务人员的
大合唱叶马克思之歌曳袁更是向人类历史上最
伟大的思想家致敬袁也宣示着我们对马克思
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袁共同创造祖国更

加辉煌明天的信心和决心噎噎
党委书记朱军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袁北大

肿瘤医院医务人员用多种艺术形式歌颂伟
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尧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袁 就是为了让我们始终把信念锻造锤炼袁
把党放在心里袁把政治建设挺在前头遥我们
要更加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袁坚定理想信
念袁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立鸿鹄志袁做奋斗
者尧实干家袁为党的事业袁为医院尧医学部和

学校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遥
激昂雄壮的合唱尧 荡气回肠的朗诵袁叙

事会现场配以精美视频尧画外音尧图片资料
穿插以及先进的灯光手段袁在为观众呈现了
一场融思想性尧艺术性尧观赏性于一体的高
水平演出的同时袁更为观众上了一堂用艺术
讲政治的特殊党课遥北大肿瘤医院用满腔激
情献礼新时代尧新征程袁在昂扬的旋律中交
上书写信仰的答卷遥

渊党院办 刘晨冤

一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先进党支部院
胃肠肿瘤中心一病区党支部尧 胃肠肿瘤中
心二病区党支部尧介入科党支部尧胸内二康
复科党支部尧日间 VIP2 党支部尧药理输血
党支部尧门诊部党支部尧机关三党支部尧后
勤保障党支部尧研究生第二党支部遥

二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优秀共产党员院
薛 侃 武爱文 苏向前 崔 明

杨永波 王 嘉 陈小杰 张忠秋

李金锋 孙俊勇 杨 勇渊泌尿外科冤
盛锡楠 余 靖 李占东

朱向高 邱 倩 艾英华 郝思奇

刘晓红 李 燕渊药理基地冤
张 红渊日间病房冤 王 云 何小杰

关晓雅 颜青兰 刘 畅 张宏志

庞 英 张晓燕 刘玉良 吴 薇

曹友俊 刘汝锋 林新峰 蒋 伟

曹长琦 胡 颖 于新颖 田 巍

刘笑然 章 玉 王 丹 彭 炜

田 振 杨 红渊护理部冤
王 楠渊运营办冤 杨 雷 刘军燕

樊 荣 袁 灿 刘佳平 孙素莲

林仲翔 董 敏 王余泰 乔 梦

聂梦林 周 婷 刘文苏 陈 雪

陈心怡 刘亚璐 王 星

光荣榜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尧叶共
产党宣言曳发表 170 周年袁引导党员充
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袁 激发
党员为理想信念奋斗的热情袁 北大肿
瘤医院党委号召各支部根据自己时

间袁 安排参观展览袁 并于 6 月 6 日下
午袁 组织了全院第一批党员与入党积
极分子 50 余人袁 赴国家博物馆参观
野真理的力量要要要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冶主题展览遥
各支部纷纷响应党委号召袁到目前

为止袁 先后有十多个党支部组织党员群
众 200余人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 野真理
的力量要要要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冶
主题展览遥

野真理的力量要要要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冶展览分为野伟大革命导师马
克思的壮丽人生冶尧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光辉历程冶尧野新创作马克思主义
题材美术作品冶3 个部分袁 展出了马克
思尧恩格斯尧列宁手稿尧笔记本及亲笔
签名的原版书籍等珍贵文献遥 通过图
片尧书画尧书籍尧塑像等形式展示了马
克思的生平尧革命实践尧理论贡献和精
神境界袁 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
的光辉历程遥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

上袁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野新时代袁
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袁学
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袁 不断从中汲取
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遥冶此次院党委组
织观展活动袁 也是医院加强意识形态
工作尧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和视察北京
大学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遥

渊党院办 管九苹 王伦冤

真理的力量：院党委组织参观“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主题展览

捐款支部

胃肠肿瘤中心一病区支部

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支部

肝一胸一支部

胸外二支部

手术室-ICU支部
头颈支部

胸内一支部

肾癌黑色素瘤内科支部

消化内科支部

中医科支部

药理输血支部

药剂科支部

内镜营养支部

检验核医学科支部

基础一支部

迦南支部

机关一支部

机关三支部

财务支部

研三支部

研四支部

捐款人数

14
15
6
14
14
10
13
18
12
16
15
24
10
15
16
10
22
14
11
3
3

金额渊元冤

1300
900
500
1700
1000
950
1400
1750
2300
1950
1020
1100
760
1000
1800
750
2250

1143.3
510
105
80

捐款支部

胃肠肿瘤中心二病区支部

胃肠肿瘤中心四病区支部

肝胆胰外二科支部

乳腺中心支部

麻醉支部

妇科支部

胸内二康复支部

淋巴内科支部

放疗支部

日间 VIP11支部
介入科支部

病理超声支部

统计室支部

门诊支部

基础二支部

离退休党总支

机关二支部

机关四支部

后勤保障支部

合计 40个支部

捐款人数

14
10
34
9
18
8
14
12
27
21
12
15
11
16
24
35
15
19
25

622

金额渊元冤

1100
550
2400
440
1800
470
900
3450
4100
1430
850
570
580
1150

1777.1
3790
1950
2500
2480

56555.4

2018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野共产党员献爱心冶捐款统计表

作为 野2018 年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班冶 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袁 院党委组织
参加培训的 40名积极分子参观了展览遥

学员们参观后表示袁 中国共产党是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袁 马克思
主义博大精深袁 要更加自觉刻苦地读马
克思主义经典尧 特别是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坚定理想信
念袁 努力争取首先在思想上入党尧 行动
上入党遥

透过展品跨越时空袁 感知马克思
为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类解放不懈奋斗

的一生袁 感受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和生
命力袁直面野真理的力量冶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 身处和平年代的
我们袁 要深入学习领会马克思博大精
深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袁 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尧指导实践尧推动工
作曰 要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信
念袁不忘初心跟党走袁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遥

在展厅里袁 大家通过展览内容追
随着马克思一生的足迹袁 时而弯腰拍
照袁时而驻足沉吟袁深入感受伟人的魅
力袁深切感知真理的力量袁受到了一次
真理的沐浴和心灵的洗礼遥大家表示袁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为全人类

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袁 并为这一追求不
懈奋斗了一生袁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袁
更要牢记这种精神尧这份执着袁不断学
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袁 从中汲取无穷
的科学力量袁武装头脑袁以更好地指导
和投身工作实践遥

在展厅里袁多种版本的叶共产党宣
言曳令我们震撼袁这部纲领性文件由马
克思尧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袁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袁 是一种崭
新的世界观袁 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座
不朽的精神丰碑遥 马克思给人类留下
的宝贵遗产袁不仅有科学的理论袁而且
有崇高的风范遥

马克思曾说过院 在科学的道路上
没有平坦的大道袁 只有不畏艰险沿着
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袁 才有希望达
到光辉的顶点遥 这样一位伟大智者的

永不停息尧 顽强的学习精神使我们深
受启迪尧备受鼓舞袁立志在肿瘤科学研
究的道路上砥砺奋进遥

看完展览袁 党员及积极分子对共
产党人为什么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袁 深深感
受到真理的伟大力量遥 我们纪念马克
思袁 既是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
家致敬袁 也是宣示我们对马克思科学
真理的坚定信念浴 我们必须紧紧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袁继续高扬马克思伟大旗帜袁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
定野四个信念冶袁马克思尧恩格斯设想的

人类社会美好蓝图就一定能在中国大

地上实现袁结出累累硕果浴

马克思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创立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袁 推翻旧世界尧
建立新世界的伟大实践中袁 为无产阶
级和全人类创造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

富遥 今天袁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安
定尧 幸福的当下袁 更应该珍惜现有生
活袁 学习马克思不畏艰辛尧 顽强不息
的精神袁 立足本职岗位袁 为医疗卫生
事业做出不懈努力遥

通过参观袁 大家看到了马克思童
年时代的特里尔城的影像袁 日常工作
的手稿尧 信件袁 叶与工人代表在一
起曳 等艺术作品袁 共同回顾了马克思
的中学时代袁 革命一家人袁 与恩格斯
的伟大友谊袁 以及共产党宣言及资本
论等伟大著作的创作过程遥

展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尧 实践的光辉历程袁 其中袁 共产
党宣言的翻译出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遥

展览采取艺术作品与实景模拟相

结合的方式袁 大家通过观看影像资
料尧 翻阅 3D 叶资本论曳尧 在朗读亭朗
读共产党誓言等活动中体味了一代伟

人的壮丽人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光辉历程遥

通过本次参观袁我们认识了千年
第一思想家马克思光辉而伟大的人

生经历袁 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袁为
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献身精

神遥展览使我们更加真实地走进了马
克思的内心世界袁更加深切地感知马
克思主义思想所具有的穿越历史的
真理力量遥

通过本次参观活动袁 广大党员尧
积极分子感触颇深遥 我们纪念马克
思就是要学习他寻求真理袁 不断斗
争的精神袁 学习他为世界无产阶级
奋斗终生的精神袁 同时也更加坚定
了大家坚持 野马列主义冶 的信念 遥
最后大家在支部书记的带领下重温
入党誓词遥

通过此次参观袁 大家纷纷表示对
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尧 世界影响和
当代价值的理解更加深入了袁 深刻领
会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性贡献袁 进一步坚定了自身
的理想信念袁明确了自己的使命担当袁
要切实发挥党员作用袁 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遥

6月 6日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6月 6日 机关一党支部

6月 14日 机关四党支部 6月 15日 基础一党支部

6月 22日 财务党支部 6月 23 日间麻醉党支部

6月 23日 药剂科党支部尧团支部

6月 23日 中西医结合科党支部

6月 26日 统计室党支部

6月 26日 胸内一党支部

6月 28日 机关二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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