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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简报 

2022 年第一期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院长办公室主办        2022 年 1 月 14 日 

医院要闻 

驰援西安，我院国家心理救援队再出征 
当前，西安疫情形势严峻复杂，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1 月 4 日，我院接到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紧急心理救援任务后，高度重视、立即协调，派出由石川主任

医师、程嘉主任医师、钱英副主任医师、范滕滕博士组成的国家心理救援队，驰

援西安，指导当地开展心理救援和疏导工作。 

1 月 4 日下午，出征仪式在我院行政楼一层会议室举行，中科院院士、我院

院长陆林，我院党委书记陈斌斌等领导班子成员为 4位专家送行。 

陆林院长对 4 位专家生命至上、勇于担当的精神表示敬意与感谢，希望大家

到达西安后充分发挥专业能力，开展心理救援和疏导工作，圆满完成任务。陈斌

斌书记表示，各位老师到达西安后，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要注意防护，有任何需要

及时与医院沟通，希望大家带着使命去，带着平安归。 

专家们纷纷表示，作为医务人员，使命召唤义不容辞，一定会努力工作，不

负重托，助力西安打赢这场战“疫”。 

1 月 5 日清晨，我院孙洪强副院长前往高铁站，代表医院送 4 位专家踏上征

程。                                               （党院办  樊雨桐） 

 
我院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上午，我院党委在行政楼圆桌区会议室召开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会，医院党委委员、行政班子成员参加了学习，会议由党委书记陈

斌斌主持。 

首先，参会人员结合 12月 20日召开的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集中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保障党长期执

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

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

重大作用。陈斌斌书记指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委委员要

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学深悟透、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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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示和深刻论述精神，全面提高党内法规工作质量，增强依规管党治党的自觉

性和坚定性，并在医院发展建设中，注重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接着，参会人员集中学习观看了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公报》解读视频，谢春涛副校长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六中全会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概括和阐述。通过视频的学习，进一步加强了与

会人员对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促使大家更加深刻把握党百年奋斗的重大

成就，并提示大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好医院管理工作，再创精神卫生新篇章。 

                         （党院办  白杨  何小璐） 

 
我院各党支部认真开展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为进一步深化全体党员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切实把握党百

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加强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我院党委组织

各支部在 2021年 12月开展“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各党支部积极响应、认真筹备、精心组织，采用开展研讨会、观看学习视

频、讲党课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形式，以学促用，带领全体党员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结合起来，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医院发展的不竭动力。 

                            （党院办  樊雨桐 何小璐） 

附：各支部活动现场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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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海淀区精神专科医联体考核会在我院召开 

为进一步推进海淀区精神专科医联体建设，全面促进医联体工作交流与协调

发展，2022年 1月 7日上午，医联体考核专家组一行至我院开展相关考核工作。

我院孙洪强副院长、护理部王涌主任、教育处唐妮处长、党院办何小璐副主任、

北院综合办公室孙艳坤主任、康复中心韩冬影老师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党院办何小璐副主任首先向考核组各位专家介绍了医院概况，接着从组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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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常规工作开展情况、创新工作与亮点工作等方面汇报了我院 2021 年在海淀

区精神专科防治医联体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表示，我院一直将海淀区精神

专科医联体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持续推进，并致力于为海淀居民提供更优质、便捷、

普惠的医疗服务。 

汇报结束后，医联体考核专家组成员就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制度、海淀区中小

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医院与海淀区相关医院科研协作情况等进行了提问，医院与

会相应部门负责人分别对相关提问进行解答。考核专家表示，医院为海淀区精神

专科医联体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发挥了核心医院的带头作用，希望医院继

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工作，进一步助力海淀区精神专科医联体发展。 

最后，孙洪强副院长指出，多年来，我院高度重视海淀区精神专科医联体工

作，一方面建章立制，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并从考核、培训等多角度加强医

务人员对海淀医联体相关工作的参与度；另一方面加强培养和培训，持续从康复、

卫生应急、医疗质量促进、健康教育等多角度对医务人员和患者提供相关的培训

和科普。在未来的工作中，我院将进一步发挥核心医院的带动作用，促进海淀区

精神卫生水平再上新台阶。                       （党院办  李清良 白杨） 

 
我院召开 2021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2021 年，我院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全体职工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团结奋进、锐意

进取、勇攀高峰，着力推动中国精神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1 月 25 日下午，我院 2021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在英魁厅拉开帷幕。

医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各职能处室负责人、各部门考核优秀及其他

获奖人员代表、职工代表等现场参会。因疫情防控需要，其他人员通过线上形式

参会。 

开场视频后，中国科学院院士、我院院长陆林教授作 2021 年工作总结。他

首先向医院全体职工不断的付出与奉献、向始终心系医院发展的离退休老同志们、

向一直以来帮助和支持医院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陆林院长以“实干为

舟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程 奋斗作桨勇立脑科学研究潮头”为题，从医疗护理工作、

科研教学工作、公共卫生服务及管理工作等方面汇报了医院 2021 工作概况，一

年来，医院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加强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积极担当服

务国家重点战略，充分发挥改革创新和引领示范作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

了丰硕成果。 

我院陈斌斌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一年来，我院医教研管各方面稳中有进，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与医院全体职工一年的努力密不可分，大家取得的成绩值得

充分肯定。同时，她也对医院新一年的工作提出了希望，一是要将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带动医院高质量发展；二是重视文化传承，树立

人文服务理念，提升医院文化影响力；三是贯彻“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的

院训精神，对外提升服务患者的质量，对内加强对医院职工的关怀。最后，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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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书记为大家送上了“三虎”新年祝福，像小老虎一样开心快乐、像小老虎一样

身体健康、像小老虎一样工作学习精准有干劲。 

随后，医院党政领导班子、党委委员向在场观众发放虎年吉祥物，并为受表

彰的集体及个人颁奖。颁发的奖项有 2021 年度考核优秀奖、2021 年度院长会特

别奖、金笔奖和科普宣传奖。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院教职工分为 8组，精心设计、认真准备了精彩的

合唱与舞蹈节目，充分展示了医院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美妙的歌声和优美的舞

蹈彰显着大家为医学事业不断努力奉献的初心和对新的一年奋发向上的决心，也

表达着大家对医院的热爱与对新春的祝福。 

2022 年，我院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秉承北大医学的优良传统，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致广大而尽精微，与全国精神

卫生同道共促发展，为国家精神卫生事业、为人民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党院办  樊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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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领导春节前来我院进行走访慰问 

2022 年 1 月 30 日下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医学部主任乔杰，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叶静漪等领导来我院进行春节

前走访，并对医院职工进行慰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我院院长陆林，党委书记陈

斌斌等院领导陪同。 

邱水平书记一行先后走访了急诊医学科和神经内科，与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

务人员亲切交谈，并向坚守一线的教职员工们致以新春佳节的问候，亲手送上新

春慰问品。 

校领导的关心和祝福，让一线医护人员倍感温暖和鼓舞。我院全体职工将继

续立足本职，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国家精神卫生事

业、为人民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党院办  李怡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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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领导向各科室坚守岗位职工送上新春问候 
在万家团圆的时刻，我院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始终坚守在一线，用“敬业”

护航“健康”。2022 年 1 月 30 日，中科院院士、我院院长陆林，我院党委书记

陈斌斌带领医院党政领导班子来到海淀、昌平两院区各科室，亲切慰问了坚守在

医疗、护理、科研及管理等各个工作岗位的职工们。 

“新年好！”“大家辛苦了！”各位领导对坚守岗位的职工们表示节日的问候和

衷心的感谢，并勉励大家用坚守和奉献诠释责任和担当，做好本职工作和疫情常

态化防控工作。                                     （党院办  樊雨桐） 

 

  

  
我院领导除夕慰问医院值班人员 

2022 年 1 月 31 日农历除夕夜，中科院院士、我院院长陆林教授，我院党委

书记陈斌斌，副院长岳伟华、孙洪强带领医院部分中层干部走访了海淀、昌平两

院区的各个科室，与除夕值守的职工亲切交流，询问大家的工作情况和节日安排，

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并送上美好的新春祝福。 

全院在岗职工纷纷表示，感谢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保证春节期间站好每一

班岗，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态度，完成工作任务、落实疫情防控，确保医

院各项工作平稳运行。 

除夕夜，当人们沉浸在春节团圆的喜庆中时，我院各岗位值班人员仍奋战在

岗位上，守护广大人民的心理健康。辛勤工作的身影和一张张福字交相辉映，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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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个节日里最美的风景线。                           （党院办  樊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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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国家心理救援队结束隔离，平安回家！ 

2022 年 1 月 29 日，我院国家心理救援队圆满完成支援西安抗疫任务返回北

京并结束隔离。救援队由我院石川主任医师、程嘉主任医师、钱英副主任医师、

范滕滕博士组成，通过调研座谈、实地走访、会诊患者、深入考察、教育培训等

方式，在当地指导心理救援和疏导工作的开展。 

我院孙洪强副院长、党院办孙思伟副主任代表医院迎接四位白衣战士凯旋，

并向救援队表示了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队员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与发扬。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希望大家回家后与家人团聚、好好

休息，并祝福大家虎年大吉、万事如意！ 

我院国家心理救援队队员们以使命担当书写着最美“敬业福”，医院全体职

工也将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积极姿态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全力守护人民心理

健康！                                              （党院办  樊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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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处开展春节前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检查 
2022 年新春佳节将至，为确保节日期间两院区平稳运行，张霞副院长和黄

文升处长带领所辖科室负责人，于 1 月 29 日对昌平院区地源热泵机房，两院区

配电室、基础保障设施的运行情况，环境卫生管理，设备间、操作间、各类库房

以及重点科室的安全用水用电情况，以及第三方服务公司人员的疫情防控管理情

况进行了检查，并详细查看了相关管理台账。对于检查中发现第三方公司存在记

录漏项的问题，要求相关人员立即整改。 

张霞副院长在检查时强调，春节期间恰逢冬奥会召开，后勤保障所辖人员，

包括第三方服务公司人员，应严格执行院内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四方责任。同时，

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确保责任到岗、到人，做好假期的日常安全

巡视及应急值守工作，坚决杜绝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确保广大职工度过一

个平安、欢乐的春节。                                    （后勤保障处）                                         

  
 

科普园地 
春季美好时光勿忘消防安全 

    气温回升，风干物燥，春季是火灾事故的多发季节，社会各界需要提高

消防意识，减少火灾的发生，才能尽情享受春日美好。 

一.春季踏青郊游忙 防火安全不能忘 

 驾车外出前，检查汽车油路、电路，不在车内放置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 

 不带火种上山，在野外不点火野炊，不乱丢烟头，严格约束孩童，避免小

朋友在山林玩火。 

 举家郊游时要注意远离野草较多、树木繁盛的地方，避免用火不慎引起树

林火灾。 

二.公共场所隐患多 消防安全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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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公共场所内外的各种易燃物品，

如废纸、垃圾等。 

 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 

 公共场所内不得私拉乱接电源。 

 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定期演练应急疏散预案，检查消除火

灾隐患，加强值班和防火检查。 

三.家庭防火勿疏忽 安全常识要牢记 

 家庭日常消防安全应谨记“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燃

气、关电源、关门窗。 

 不卧床吸烟、不乱扔烟头火柴。 

 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正确使用

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关闭电源. 

 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

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朋友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

体泄漏. 

 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 

                                     ----选自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官网 

（保卫办公室  郭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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