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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简   报 

2015 年第四期  联欢会专刊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院长办公室主办         2015 年 3 月 6 日 

 

我院举办 2015 羊年春节联欢会

 
伴随着冬日的暖阳，满怀着喜悦的心情，为了丰富医院教职工的文化生活，

展示六院人的精神风采，2015 年 2 月 13 日下午，“2015 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春

节联欢会”在科研楼三层英魁厅隆重举办。参加此次联欢会的领导有：陆林院长、 

王向群书记、董问天副院长、姚贵忠副院长、郭延庆副院长、刘靖副书记以及院

长助理原岩波老师和岳伟华老师，同时参加的还有医院各职能处室负责人、各部

门职工等。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共迎新春。  

本次联欢会得到院领导、各科室领导、工会组长及广大教职工的大力支持，

共计演出了 17 个节目，节目种类包涵了小品、歌曲、舞蹈、语言类等等。联欢

会在全体院领导的三句半《咱最棒》中拉开序幕，本次联欢会表演的节目如下： 

1、全体院领导：《咱最棒》 

2、工娱治疗室：《欢聚一堂》 

3、离退休办公室：《站在草原望北京》 

4、孤独症康复训练基地：《彩虹的约定》 

5、教育处及在培住院医师们：《哎呦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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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财处：《青春舞蹈 SHOW》 

7、临床心理科：《ROCK MI》 

8、老年病房：《三句半》 

9、综合一科：《鸭梨大》 

10、综合三科：《火柴人狂想》 

11、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医务处：《CHA CHA》 

12、特诊科、睡眠医学科:  《梦中起舞》 

13、门诊部：《小苹果》 

14、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医保办：《新店开张》 

15、检验科、测评中心、中医、药剂、综合二科、综合三科：《舞蹈串烧》 

16、精神疾病康复中心、绿丝带志愿者协会：《南泥湾》 

17、行政工会小组、党院办、人事处、教育处、科研处、保卫科、社会室、

生化室：《共筑六院梦》 

本次联欢会在大家的欢声和笑语中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工会） 

 

新年联欢会之《欢聚一堂》 

为支持工会组织的春节联欢会工作更加深入的开展，工娱室全体工作人员为

本科室的节目《欢聚一堂》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工娱室护士长邱彦红老师密切关注本科室节目的进程，协调科室人员，物资

给予大力支持，多次组织小型会议，让有经验的同事献计献策，解决在此期间遇

到的各种问题。 

具体排练中，节目受到科室人员的欢迎并且大家的参与性不断提高。负责人

的高度重视和演出高质量、有特色节目的坚定决心，给大家鼓足了干劲，为工娱

室节目的顺利演出奠定了基础！                         （工娱室  乔玉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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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离退休老师表演蒙古舞《站在草原望北京》 

从组织歌舞活动到参加摄影比赛，我院离退休职工的生活惬意而丰富多彩。 

本次我院的新春联欢会上，离退休职工就带来了蒙古舞《站在草原望北京》。

为了练好舞蹈，她们自带录音机，不辞辛苦在院里组织练习。几位老师们常常跳

得汗流浃背，还经常商量动作的安排和队形的变换。她们的节目在新春联欢会上

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此外，离退休老师们也在离退休新春茶话会上表演了他们精心准备的舞蹈、

歌曲和改编的三句半小品。                      （行政工会小组  吕博雅） 

 

共联欢，展风采 
2015 年 2 月 13 日下午，我院英魁厅气氛热烈、欢快，一年一度的新年联欢

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教育处选送小合唱《哎呦 妈妈》，该节目由我院住院医师管理部门代表林红、

张莹，以及我院住院医师代表王鹏飞、池玉妍、张叶宁、慕永刚、赵洁璐共同表

演。我院住院医师队伍日益壮大，来源也很丰富，由本院职工、外单位委培人员

以及自主规培人员组成。为了增强我院住院医师的凝聚力、展现我院住院医师的

风采，教育处处长林红提议由我院住院医师出一个节目，并得到了大家积极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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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林红老师更是亲自上阵，表演爱护孩子的妈妈。各位表演者在工作之余抽出

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排练，乔玉苹老师作为节目编导为该节目设计和音与动作，并

全程指导大家排练。 
该节目轻松欢快，在新春来临之际给大家带来欢乐。      （教育处  张莹） 

 

青春舞蹈 SHOW 

2014 年新春联欢会似乎才刚刚落下帷幕，言语间还不自觉地流露出欣喜的

笑脸，2015 年的春节已经悄悄来临。为了给院內一年一度的联欢会增加一些喜

庆气氛，同时也为了促进同事间、各部门间的感情交流，我们计财处工会小组的

各个部门积极响应，大家集思广益讨论节目的内容、表演形式、服装服饰、参赛

人数等等。 
因为财务部门的工作性质，年底的工作特别繁忙，而且想要利用中午半个小

时的休息时间，协调集体练习，时间就更显紧张了。由于我们的作品是原创，最

终我们的排练方法是由导演（彭卓）剪辑好舞蹈的伴奏以及一组一组的动作，再

转发给参演人员自行练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节目在汇演当天顺利地

表演完成，并受到了领导及同事的集体好评。 
此次联欢会的节目排演得到了计财处处长和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

次活动调动了同志们的积极性，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的各项活

动，为我们的工会之家贡献力量。                       （计财处  马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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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载舞，秀临心 style 

我院 2015 羊年联欢会开始啦！当现场突然爆发出阵阵节奏鲜明的敲击声时，

大家是否意外惊喜、眼前一亮呢？！此时，我们临床心理科的“快闪节目”《ROCK 
MI》就以一种热闹非凡、出其不意的方式登场了。 

当得知要准备节目在全院联欢会上进行表演后，我们临床心理科的医生护士

就开始紧张、有序的准备了，黄薛冰副主任建议大家积极想点子，找轻松愉快、

搞笑、尽量能够全民参与的舞蹈。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视联欢会

的活动。李冰主任不仅要求大家都参与到整个活动中，自己更是非常有热情地加

入了表演队伍，为节目出谋划策，动员自己的学生壮大我们科的队伍。黄薛冰副

主任也非常给力，表演前就指导我们怎么规划节目，怎么着装才会有很好的效果，

自己更是和我们一起又唱又跳。节目有些动作夸张搞怪，易嘉龙老师为了让节目

生动活泼，表演起来也是大大方方。柳学华护士长、陈红莉副护士长一直参与节

目的排练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节目需要人力就出人力，节目需要物资更

是全部应承。最后这个节目能得以呈现，离不开所有老师给力的帮衬。 
为了体现我们临床心理科科室的特色，我们自己创作了新的歌词，“精分双

相统统治起来，药瘾酒瘾我们最会看，强迫神经症都是 so easy”，既体现出临床

心理科任务繁重，也说明我们科室与众不同的病种特点。而“主班催起来，病人

又来了，加快周转”，“患者都好了，家属都笑了。我们还要努力”既是住院医生

对繁忙工作任务的一些小小自嘲，也体现出我们对患者康复出院的真诚盼望以及

自我鼓励。这首歌词由李璐医生完成，当大家齐唱这首歌时，我们感到内心的酸

甜苦辣都充分得到了表达，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这个节目的舞蹈虽然非常简单，但所有医生和护士都加入其中。大家工作之

余为它提着建议，互相学习，一起开怀大笑，也一起焦头烂额。我们相识短短一

月余，但这个节目是一个纽带，让我们看到彼此，感受彼此。节目表演完之后，

大家脑海中还在不断盘旋着它的旋律，这一段美好的经历留在我们心里，让我们

团结在一起。                                 （临床心理科  陈红莉 刘珮） 

 

新年联欢会之老年病房《三句半》 
骏马腾飞成壮举，灵羊起步赴新程。2015 年 2 月 13 日我院春节联欢会在欢

快的音乐声中拉开了序幕。会场到处张灯结彩，充满了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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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偌大的会场座无虚席，挤满了面带笑容的职工，会场已然变成了一个欢乐

的海洋。 
随着帅哥美女主持团队的闪亮登场，联欢会由院领导班子带来的《咱最棒》

拉开帷幕。领导们用欢快、诙谐的语言回顾了六院一年来发生的大事小情，同时

为所有职工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和新年的问候，赢得了大家的掌声。接下来的节目

精彩纷呈，有独唱、歌舞剧、情景剧、小品……，离退休的老职工也为我们带来

了她们精心准备的蒙古舞，鲜亮的服饰、优美的舞姿充分展现了老前辈们的精神

勃勃和对六院深深的情谊。门诊部表演的热舞《小苹果》将联欢会推向了高潮，

老专家们颠覆形象，穿上高跟鞋、长筒袜、超短裙，组成“六院四大美”在台上

劲歌热舞，引发了场下不绝于耳的掌声、欢呼声。因为他们的口号是“上班时一

丝不苟，娱乐时风情万种”。 
我们老年病房带来《三句半》，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这个节目是我们病

房护士秦冬林自编自创的，其内容不但涉及到老年病房的方方面面，比如收治病

人的特点、治疗及护理的难度等，同时还颂扬了六院精神、弘扬了六院文化。此

节目看似简单，但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是很困难的，道具是我们从外面借来的大、

小镲以及病房里两个一模一样的两耳锅。大家利用业余时间认真排练，病房护士

长给予我们很大支持和鼓舞，表演前还为我们精心化妆。在领导的巧手装扮下，

四位美女瞬间变成了带着喜洋洋头饰、穿着大红唐装的“国宝”。风趣的表演配

合着锅、镲的敲击声给在场的观众带来了欢笑，同时也为表演增添了喜庆。 
愉悦的时光总是让人觉得短暂，精彩纷呈的节目渐渐接近尾声。联欢会不仅

营造了热烈、浓郁的节日喜庆氛围，而且有效地增强了职工的凝聚力，建起了领

导与职工沟通的桥梁，展示了大家工作背后的喜乐人生。祝愿大家新年快乐，羊

年洋洋得意，祝愿六院大展宏图，顺风顺水！            （老年病房  杨淑凤） 

 

综合一科之《鸭梨大》 
为迎接新春到来，综合一科在联欢会表演了名为《鸭梨大》的歌舞节目。这

一节目是由周天航做编导，由梁英、郭立波、李志营、周书喆、韩复兴领舞，共

12 人利用业余时间练习完成，并制作多个道具以配合舞蹈使用。“鸭梨”即“压力”
的谐音，流行于网络，“XX 表示鸭梨很大”，成为络口头禅。 

我们正处于一个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应该积极

地去解决问题、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同时合理地评估自己、接受自己。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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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合适的高度，积极地寻找压力的突破口，变压力为动力。 
心理学家说：你眼中的世界是你想看到的世界；你做出的反应，不仅是外部

因素的导引，也是内心欲望的驱使。所以，缓解压力需要合理调节心灵，平衡外

部环境和内部心态，化“鸭梨”为动力，不断前行！     （综合一科  李艳荣） 

 

火柴人狂想 

作为一个精神科病房，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告诉大家一点关于我们的

故事，这个病房里不只有传说中繁琐的工作细节，其实还有更多温馨的痕迹和对

美好的向往。所以，耿淑霞护士长说：“让我们自己做一个剧吧”。 

我们今年的主题其实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因为这个小小的病房是大

家的。 

人人参与，颇有难度的挑战。病房虽小，但是疾病的性质决定人员的占用率

很高。最后，我们把剧本拆解，把需要练习的舞蹈、台词、歌曲剪辑转录，保存

在手机里，前期各自回家练习。在最后一周的时间，几乎每天都是全员到单位，

离家远的索性住在值班室，大家一起练习、一起准备道具，一起抓狂。虽然辛苦，

现在回想起来，剩下来的都是快乐。录音的时候，有的姑娘很羞涩，但是大家都

尽自己所能想让自己的角色听起来很有趣。一句台词也许只有几个字，却录了很

多遍。主题曲部分交给了陈晔，正赶上她感冒许久，一首歌反复唱，哪怕一个小

节不满意也要重来；声音状态不好，她索性喝着糖浆录下来。之所以选择这样的

方式，不仅是为了最后可以有最好的效果，我们更想要的，是所有人一起付出才

能完成的表演。 

最后几天，跳舞的同志们放弃了回家，大家反复练习着永远和想象中不大一

样的动作，每个人都在纠结着千万不要弄错方向。我们的手工道具——贺年条幅，

虽然不过是最后那几秒的事情，却被熬夜制作得那样精致，贴的装饰画花是纯手

绘的，绳子十分贴合的包在整齐边缝里。每个面具的带子都是拆掉重新安装的，

生怕演出的时候会出意外。同样，为了寻找最后出场不到一分钟的演出服，我们

去了很多地方，直到演出的前几天才敲定。这个音乐剧，越来越像我们的孩子，

生怕它受了委屈。我们的背景视频，完全自制。其中只是为了寻找合适的素材，

就要在时长近 3000 分钟的视频里找到需要的 7 分钟，这花费的可不止是 3000

分钟。这个工作量对于三班倒的我们，真的很大。然而看到视频最后，病房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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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何佳和红静微笑着依次轻轻关闭的一刻，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演出当天，我

们的节目排在第十个。大家都很紧张，也很期待。我们的节目，文艺小清新，其

实就是我们的病房的影子。在这个病房里，有着一群默默无闻却也追寻美丽人生

的青年护士。                                       （综合三科  王小鸥） 

 

新年联欢会之儿童病房篇 
爆竹声中一岁除，金龙腾飞舞长空。为迎接 2015 年新春佳节，2015 年 2

月 13 日我院全体领导及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在科研楼英魁厅隆重举办 2015 年新

春联欢会。医院领导对大家一年来的努力表示感谢，祝大家新年愉快，并在新的

一年里取得更好的成绩！  
各部门及病房工作人员一改往日的紧张与忙碌，卸下工作时的严肃与认真，

尽情绽放自己的绚丽多姿，以迎接充满希望的 2015！儿童病房也毫不示弱，医

生护士齐出动，为六院全体领导及职工精心准备了两个节目：舞蹈《cha cha》和

小品《新店开张》。看！这是哪里来的青春靓丽、活力四射的姑娘？姑娘们她们

身着个性炫酷的黑色线衣，每个人的衣服都有自己的设计和个性，玫红色的运动

长裤更显姑娘们的张力与不羁！整齐划一的动作，热情洋溢的表情，是多少个下

班后的苦练与辛苦换来的！咦？怎么还有人造主任？原来是儿童病房的新店开张

了。新店给大家送出了四款全新的产品，温柔耐心的主任，既严厉又慈爱的武阿

姨，全能的主班，热情细心的伊美护，为大家展示了儿童病房的温馨与特色！ 
最后，儿童病房祝医院全体领导及工作人员新春快乐！ 

（儿童病房  武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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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诊科、睡眠医学科表演《梦中起舞》 
在欢庆羊年的联欢会上，特诊科和睡眠医学科联合表演了情景剧《梦中起

舞》，大家准确到位的表演，迎来了观众的阵阵欢笑声。完美的演出饱含大家辛

勤的付出，编剧孙伟医生在百忙的工作之余编写剧本，胡思帆、李倩倩、陶然编

配音乐，赵晓洁护士长到网上购买道具及化妆品，王靖细心地为每个演员设计舞

台妆，大家利用工作空闲抓紧时间排练。特诊科和睡眠医学科的同事们一起为大

家说说睡眠那点事儿，演员们形象地演绎睡眠障碍的那些表现：失眠时的烦躁不

安、辗转难眠；“睡眠呼吸暂停”重点表现“鼾声如雷”，并有呼吸暂停；“周

期性肢体运动障碍”重点表现睡眠中反复出现肢体高度一致的肌肉活动，出现在

腿部时，表现为踇趾背屈，伴有踝、膝、髋关节部分弯曲，反复出现的肢体肌肉

收缩运动，持续约 0.5 ～ 5s，一般间隔 20～40s再次出现；还有在睡眠中起来

行走，面无表情、目不转睛、无法唤醒，多在睡眠的前三分之一出现，这叫“睡

行症”；看！胡思帆表演的睡眠中突然惊醒，尖叫同时伴有强烈的恐惧感、心慌、

出汗、呼吸急促等，这个病叫“夜惊”；还有睡眠中反复出现发声或复杂运动，

如踢打行为、叠被子等，多在睡眠的后半期出现，这个病叫“快速眼动睡眠行为

障碍”，简称 RBD。你知道在睡眠中大量进食吗？称作“睡吃症”。大家请听，

王靖表演的呻吟声，听得心都酥了，这也是一种病，叫“夜间呻吟”。史晨辉表

演的癫痫大发作，口吐白沫，俗称“抽风”，如果只是出现在睡眠中，这就是“夜

间特发性癫痫”。大家展示的常见睡眠障碍的表现，希望通过此次演出能对大家

了解睡眠障碍有所帮助。如果您遇到睡眠障碍的患者，请您推荐他到睡眠医学科

就诊，以便及时得到治疗。大家在欢快的娱乐中也增长了知识。 

（特诊科 睡眠医学科  赵晓洁） 

 

新年联欢会之门诊部《小苹果》 
当得知要准备春节联欢会节目时，大家就开始磨拳擦掌，立志今年联欢会活

动的花魁一定属于门诊部，一定会把活动带上高潮。门诊部每年的节目都有一些

新意，所以大家对于门诊部的节目很是期待。经常听到有人讲门诊部是人才济济

的地方呀！私下里大家见面时经常有人问我们“门诊今年又出什么高招呀？乔宏

老师今年又能导出什么角色呀？”，门诊部的人悄然一笑：“暂时保密！”但大家

相信门诊部的节目肯定是既有艺术性又时尚还搞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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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总导演乔宏大夫在和总监孔主任协商后，决定今年的节目既要时尚还

要贴近生活，要把生活中的风情万种带给大家。今年最时尚的当属广场舞小苹果

了，本想表演复杂的人影戏《金陵十二钗》，同时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

党给我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但由于门诊患者多、医护工作任务重，排练时凑不齐

人，只好请我们伟大的歌唱家为大家献声。门诊的四位帅哥献身反串为大家表演

“窈窕淑女”。 
在短短的两周多时间里，大家正常时间上班，四点半下班后聚集在 12 诊室，

一边排练一边一起编导，力争用最简单最有效的舞蹈动作来表达自己欢快的心

情。大家集思广益，刻苦训练，孔庆梅主任多次亲自督导，潘成英副主任挂帅，

带领大家认真的准备。周末大家放弃休息聚在一起，进行最后的合练，并在乔导

演的带领下一起去试服装、租服装。 
整个活动排练中最为辛苦的当然是乔宏老师，他不但要编舞还要反复地找音

乐、剪接，两段音乐之间因为是完全不同的效果，要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准备动作，

一次又一次合成，急的他直上火，经过大家反复磨合，终于成功了。联欢会上我

们一边跳一边听着大家的欢呼声，看着后面的观众不约而同的拥到前面。看到这

么热烈的反响我们欣慰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把快乐带给了大家，把对小

苹果的爱奉献给了大家！感谢观众们对我们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那些在门诊替

我们分担工作的的同仁们！祝大家新春快乐！也祝我们的六院发展蒸蒸日上，节

节高！                                                （门诊  刘雪英） 

 

舞蹈串烧 
又逢一年一度的院春节联欢会，我们几个工会小组本着娱乐大众和大众娱乐

的精神，结合去年的节目经验，决定以舞蹈的方式参与今年的联欢会表演。由于

今年我们小组加入了综合二科、综合三科两科老师，人数较多，所以我们用串烧

的形式作为表演基本框架。歌曲上我们挑选了现在一款流行游戏忍者的主题曲

《ninja me》、少数名族传统舞曲《掀起你的盖头来》、上海滩经典曲目《夜上海》

以及与《迪拜摇》齐名今年网络十分流行的《扭羊舞》。再将上述歌曲反串加入

其中，力求最好“笑果”。很感谢各位老师的配合，拿出自己的时间练习，尤其

感谢石川老师，他是我们整台节目最亮眼的明星，最后更要感谢我们的“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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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老师、石旭老师，谢谢你们精心的安排给了我们展示的平台，明年我们一定

会更加努力！                                          （检验科  王冠） 

 

“绿丝带”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齐联欢 

 2015 年 2 月 13 日，我院一年一度的职工联欢会如期举行，“绿丝带”志愿

者协会六名志愿者作为六院的一份子与护理教研室、感染管理科和精神疾病康复

中心工会小组（以下简称“护教感康小组”）组员共同参与了本次联欢会。 

我院早在 2010 年就成立了“绿丝带”志愿者协会，协会的志愿者都是康复

的精神疾病患者。四年多来，他们在工娱室、精神疾病康复中心、门诊的多个岗

位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经过工会常务副主席张涛的建议和组员们的共同商议，最后志愿者们的表演

曲目定为合唱《南泥湾》，由志愿者刘某吹萨克斯，剩余五名志愿者和六名工作

人员合唱和演奏快板，此次还特邀工娱室乔玉苹老师担任指导。志愿者们当得知

能够有机会在院里联欢会表演时都很高兴，所以每次排练都很积极，有的志愿者

上午上完班，下午又继续排练。志愿者刘某母亲也参与了本次合唱，她平日就经

常参与小区里的文艺活动，这次也积极为节目能更好呈现献计献策，比如哪个位

置要拍手、表情要到位等。乔玉苹老师作为院里的文艺骨干，可以说是忙里抽空

前来指导，他又给这首歌重新编排，还加入了快板，使《南泥湾》这首老歌注入

了新的活力。 
演出正式开始时，全场安静，充分显示出了我院职工对志愿者们的尊重，随

着优美的萨克斯音乐响起，一首喜气洋洋的《南泥湾》娓娓“唱”来，大家唱得

异常动情，快板的内容也充分让院里其他同事了解了康复中心的工作，起到了很

好的交流作用。演唱结束时，我院陆林院长、王向群书记、董问天副院长、姚贵

忠副院长、郭延庆副院长和刘靖副书记，分别向志愿者赠送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表达了对志愿者精彩表演的鼓励，以及对医院志愿者服务的肯定。 
志愿者的存在，不仅为他们自己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为同病相怜者树

立了榜样，诠释了希望，同时志愿者也在教育着我们医务人员，以全新的视角，

关注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潜能，改变着我们的医疗服务模式。与志愿者共联欢，

不仅表现了医院对志愿者服务的认可，也是我院和谐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 

                                          （护教感康小组  李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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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昂首再启程  共筑六院梦 

得知我院每年一度的联欢会又要举行了，各个工会小组都在集思广益，思考

这回又要拿出什么精彩节目表演给大家看。经过党院办张霞老师提议我们选择了

小合唱的形式和合唱曲目，并经过一番商量，小合唱由三个工会小组联合表演，

汇集了行政组、科教生化组、一室两刊组（社会室、《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杂志

社、图书情报室）的庞大阵容。 

为了配合我院的主题，吕博雅将原歌曲中的歌词改编，将我院三十五年的发

展历程和对未来的期许融合在歌词中，形成了《共筑六院梦》的歌曲雏形，以

PPT图片展示的形式作为背景，播放我院从建所之前的精神科、迁入现址的奠基、

大楼翻新等一个个历史时刻直到即将开始建设的新址蓝图，展现了这三十五年来

大家共同努力，实现梦想的决心。 

在排练过程中，虽然年末是行政人员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但大家还是抽出时

间一起练习，编排动作，力求将舞台表现效果排练得最好。演出人员还特别邀请

到了工娱室的乔玉苹老师为大家做发声指导。陈冬雪老师嗓子不舒服，还是坚持

带病参加演出，林红、韩雪、何萤萤等各位老师在门诊过程中抽出时间参加院里

的彩排活动。 

在正式上场之前，大家互相鼓劲，当《共筑六院梦》的歌曲飘荡在院里的时

候，为大家带来了些许感动。                     （行政工会小组  吕博雅） 

 
 
 
 
 

 

主    编：王向群 

审    校：刘  靖 

张  霞 

责任编辑：何小璐 

            编    辑：胡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