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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医务工会成立 70 周年主题音乐会精彩落幕

本报讯 “医路同心”上海市医务工会成

立

70

周年主题音乐会

11

月

19

日晚上在上

海交响乐团演艺厅成功举办。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市医务

工会主席郑锦， 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检

监察组组长路新畅， 市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

委副书记、市医务工会副主席方秉华，市医务

工会常务副主席何园、 市医务工会副主席马

艳芳等领导出席。

市医务工会常委，市医务工会老领导、老

同事，各基层单位党政领导、劳模代表工会干

部与一线职工代表等近

300

人参加主题音乐

会。

市医务工会微信公众号同时直播了这场

主题音乐会。

（下转第

2

版）

业余爱好者与专业工作者同台上演“视听盛宴”

1949

年

12

月

6

日，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上海市医务工会

在百废待兴中

诞生了……

70

年，斗转星移，

医务工会和卫生事业

同呼吸、共命运，

70

年，同舟共济，

医务工会与医务人员

肩并肩、心连心。

抗美援朝，

三批医疗队不怕牺牲，

上海白衣战士冲锋在前。

唐山地震，

抗震救灾医疗保障，

上海医务人员接踵比肩。

抗击非典，

重构卫生应急体系的起点；

汶川救援，

书写紧急医学救援的新篇；

援非抗疫，

把大国担当的豪迈彰显。

奥运世博进博，

援边援摩援瓜，

一个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海

25

万医务职工用汗水和心血，

绘就一首首

医者仁心大爱的动人诗篇，

交出一份份

令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70

年，医务工会

构建党和群众的联结桥梁，

70

年，医务工会

创设职工群众的七彩舞台。

选树劳模、培育工匠，

引领医务职工敬业爱岗，

为上海卫生改革发展凝聚力量。

推动职工科技创新，

让一线医务人员的智慧之光，

转变成无数优秀发明和创新成果奖项。

卫生应急、院前急救、病媒处置，

一项项岗位技能竞赛，

都是医务职工的比武场，

锻造过硬能力百炼成钢。

建温暖之家，关爱职业身心健康，

建创新之家，展示卫生行业形象，

建活力之家，引领职工价值取向，

建规范之家，夯实工会工作基桩。

我们用智慧和创想，

为白衣天使积蓄———

与病魔持续抗争的喷薄力量。

哪里有白衣天使破茧成蝶的沃壤，

哪里就有———

医务工会人的

侠骨柔肠、坚强臂膀。

我们，是医务职工的娘家人，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这神圣的使命和无悔的信仰，

时刻鞭策着我们：

坚定信念，

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不忘初心，

为健康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新时代，赋予工人阶级新使命，

新征程，呼唤工会组织新作为。

团结动员医务职工

凝心聚力、开拓进取，

永不懈怠、一往无前，

打响上海医疗服务品牌，

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一流医学中心城市和

健康上海、健康中国建设，

创造上海发展新传奇，

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乐章！

□

苏家春 潘英华

60

年的时间可以做什么？

60

年是一个国家起承转合、华丽转身的峥嵘历史，是一个

孩童长成花甲老人的耕耘跋涉。 安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用一个甲子的时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风雨历程。

岁月无声，

60

年间， 展开安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历

史画卷，光荣与梦想，坚守与汗水，创新和发展，从徒步走在

乡间的乡村医生，到走街串巷的全科大夫，再到如今新时代

下的家庭医生，安亭社区的医务工作者们薪火相传……

从无到有

我是一名老乡医。

1960

年代，那是一个播种希望的季节，旧时的安亭描绘

出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年轻的我，踏上社区卫生这条道路，将

汗水与青春深深播撒在脚下的这片土地，艰辛的汗水孕育着

这片希望的土壤……

回首当年， 在总面积

280

平方米的方泰人民公社卫生院

内，设有

7

张病床。 最初的医务工作者，仅仅只有

17

人。 小小

的卫生室里，总是挤满了各种邻里乡亲，有看病拿药的，有接

种预防针的，有外伤包扎的……常常忙完后才发现，早已过

了午饭的时间。

旧时代高强度的体力活和相对缺乏营养的饮食， 让老百

姓的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并不那么强大， 夏季痢疾、 食物中

毒，冬春季麻疹、百日咳，常常要花上很大的精力防治传染病。

为此，我和我的搭档身背红十字药箱，头戴斗笠，走村串户，送

医送药。 那时候，好像凭着一腔热血，再苦也不觉得苦了。

从单挑大梁到团队协作

我是一名全科医生。

这些年来，我见证了新中国的蓬勃发展，也参与了安亭镇

的腾飞起航。 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也惠及了小小的一

方安亭。 岁月的变迁更迭中，安亭有了大片引领现代生活理

念的新型住宅社区，有了充满现代活力的

F1

赛车场，有了急

速飞驰的轻轨地铁，有了汽车城色彩的汽车博览公园……

而随着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家庭医生一词也渐渐进入

了大众的视野。 从最初看诊配药，到管理居民健康，从健康进

农家到位慢性病居民建立健康档案跟踪随访，我感到自己肩

上的责任越来越大。

2011

年起，上海市启动了家庭医生制度试点，通过与家庭

医生签约，引导社区居民了解、接受家庭医生服务。 我从一个

人单打独斗，到拥有了一支自己的团队，在签约筹备期，我与

我的团队我们几乎跑遍了附近的小区，摸情况、发宣传单、推

广签约服务、整理一份份签约协议和一本本健康档案，吃了不

少闭门羹，也获得了不少人的理解。 签约后，“我的辖区内高血

压患者

320

人，糖尿病患者

131

人……”在我的脑海里，时刻

存放着辖区里所有重点管理对象的“健康档案”这一家家签约

居民的健康，成了我和我的团队心头最重要的大事。

从全科医师到家庭医生

我是一名家庭医生。

今年是我踏上家庭医生岗位的第五年， 在经过了全科医

师规范化培训后，我来到了安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我

的家庭医生生涯。

2016

年起，上海市开展家庭医生

1+1+1

组合签约，正式

开启了家庭医生签约

2.0

时代。 回想一路走来，从刚开始社区

居民不了解、不接受家庭医生，到我们带着移动设备走进社区

签约，到现在居民纷纷主动找我签约，我很自豪，自豪我与签

约居民保持了很好的信任感和粘合度， 更自豪于自己是一名

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宣传者、实施者。

新时代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除了服务好辖区居民的

健康，在功能社区签约服务进行了有力的探索，也在个人诊疗

特色发展上给了家庭医生更大的空间， 服务内涵得到了进一

步的延伸和拓展。

当孩子生病时，家长们第一选择往往是二、三级医院的儿

科门诊，很少会来到社区就诊。 很多人也会认为，社区主要开

展的是全科门诊，主要针对的都是老年人。

近年来，嘉定区推进儿科医联体建设，指导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全科（儿科）门诊建设，开展全科医师儿科临床适任能力

培训，就是希望能够完善儿科基层首诊制度，缓解大医院儿科

看病压力。

2017

年，我有幸成为首批培训对象，取得了资格证

书，并率先在中心开设全科（儿科）门诊，开展儿童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 自此，除了患有慢性病的签约居民以外，越来越多的

年轻家长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我建立了信任关系。“有事

找家庭医生”成为签约居民们的习惯，这背后是是认可、是信

赖，更是心与心的交托。

岁月在无声中迈出了

60

年。时代变迁，岁月积累。守护健

康，仁爱医风，一脉相承，这是医者的责任和使命。站在新起点

上，接过前人传承的接力棒，新时代的医务工作者，保卫健康、

守护生命，健康中国，使命在肩，重任在身……回眸过去，我们

走过了千山万水，放眼未来，我们还要再踏辉煌征程。

跨越时间 薪火相传

□

马旖雯（嘉定医务）

员工天地

YUAN GONG TIAN DI/

“这是咱们医护人员的‘心灵港湾’”

—————记华山医院坚持多年推行 “员工关

爱计划”

▲ 06-

工会·基层

国之名医 大爱无疆

�

—————记

2019

年度上海工匠、华山医院副院长

徐文东

▲ 07-

医界楷模

提高工会干部理论水平 提升工会工作整体水平

市医务工会对

2020

年工会工作理论研究作出部署

▲

03-

工会·本会

▲

02-

工会·本会

—————市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市医务工会主席郑锦致辞

以音乐会的形式致敬医务人 70年的奋进历程

我系统工会工作理论研究喜结硕果

30

余家基层工会推荐

80

余篇论文 其中

29

篇分获一、二、三等奖

▲

03-

工会·本会

我们是医务职工娘家人

国画 雄峙东方 刘雄鹰（原卫生局机关）

踏寻沙家浜红色足迹感受深收获大

胸科医院工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学习活动

▲ 05-

工会·基层

▲

04-

工会·青工

市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市医务工会主席郑锦出席创评工作会议并讲话

开创创建“青年文明号”工作新局面



近日，华山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

师徐文东获评

2019

年度上海工匠。

从医多年， 徐文东医术超群，

获奖无数，有“中华医学科技奖一

等奖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个人

奖”、“上海医学杰出贡献奖 ”、“上

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中国

优秀医院院长、国之名医、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医学杰出贡

献奖、 上海市领军人才等

20

多项

荣誉。 对于“上海工匠”，徐文东会

怎么看呢？

徐文东说：“工匠是一种精神，

一种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任

何行业，要把工作做好，做得出色，

都需要工匠精神，所以‘工匠’这个

名称比起我其他荣誉， 更能体现出

成绩获得背后的精神和执着。 ”

徐文东此言不虚，回顾他在医

术上不断有成果、 有突破的过程，

无不是渗透着工匠精神的过程。

一个孩子生下来的那天，全家

人沉浸在添丁之喜中，只是没多少

天，这家人就乌云笼罩了，原来孩

子被诊断为脑瘫，这孩子、这家庭

今后就被痛苦缠绕了；一个好端端

的中年人，忽然间就被一阵风吹倒

了，说是中风了，从此这人即便被

抢救过来，也是一边的手脚动弹不

得或走路一颠一跛，或者就不能走

路了，这个家庭从此悲欢离合只剩

悲伤。 能不能让脑瘫儿、中风患者

恢复正常？ 直面患者及其家庭的痛

苦，心怀高尚职业操守的医务人员

没有绕道走，做看客，他们一直琢

磨着如何化解这一医疗难题。

早在

30

年前， 华山医院手外

科主任、院士顾玉东就在治疗另一

种瘫痪，即臂丛神经损伤造成的上

肢全瘫，开展了研究。 他提出：“一

侧通路断了，为什么不换另一条？ ”

这个提法的原理是，人的大脑也有

左右之分，右脑控制左手，左脑控

制右手。 当一侧的臂丛神经受损，

就好比是相应侧的大脑与手之间

的“通路”断开了。 这个时候，是否

可以通过“换一条路”，将手接到另

一侧大脑掌管的、完好的臂丛神经

上，来诱导一侧的大脑同时控制两

只手呢？ 通过“健侧颈七神经移位

术”， 顾玉东院士使这看似天方夜

谭的设想成为了现实。

徐文东是幸运的，从医学院毕

业后，他进入华山医院，成了顾玉

东的学生，从此他在顾玉东院士的

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纵深的研究。

顾玉东院士首创的“健侧颈七

神经移位术治疗全臂丛神经损伤”

有着独特的“左右换位”方法，为研

究人类周围神经移位后脑功能重

塑的规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

徐文东注意到，接受该手术治疗的

患者，一开始患手需要好手带动才

能活动，但是最后患手能够独立活

动；而触摸患者患手时，好手会有

被触摸的感觉。

徐文东联系上了

16

年前最早

接受手术的病人，果然发现 ，即使

手术过去了

16

年， 病人的患手无

需好手的带动就可以独立运动，但

是在触摸患手的时候，好手还是感

觉到被触摸。 也就是说，患者两只

手的感觉不能完全分开。 徐文东敏

锐地感觉到，这一现象有可能和大

脑功能变化有关。 科研需要大胆设

想，也需要小心求证。 为了深入研

究这个临床现象背后的机制，也为

了将顾玉东院士的创新理念和术

式进一步拓展 ， 造福更多患者 。

2001

年起，徐文东带领团队开始了

跨界攻坚，进入了一个在国际上全

新的研究领域———周围神经移位

和脑功能的关系研究。

那些日子里，徐文东夜以继日

奋战在实验室里 ， 以小白鼠做实

验，一次、两次……实验做了无数

次， 有时常常累得站都站不起来，

忙得不知东方之既白。 就凭着这么

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著，他艰苦

奋战，梳理了将近

40000

多根神经

纤维……

在前期研究证实“一侧大脑具

有同时控制双侧上肢的潜能” 后，

他提出了治疗中枢损伤后瘫痪上

肢功能恢复的新方法：通过手术将

健侧上肢颈神经移位至瘫痪侧的

颈神经， 避开损伤侧大脑半球，让

偏瘫上肢与同侧健康大脑半球相

连接， 激发健康大脑半球的潜能，

使健侧大脑半球同时控制双侧上

肢，促使瘫痪上肢恢复功能。

如果说 “健侧颈七神经移位

手术”用于臂丛损伤是给病人 “换

了臂丛神经 ”，那么 ，用于中枢损

伤后的上肢偏瘫则相当于是给病

人的瘫痪手“换了大脑”。 从

2008

年开始 ， 徐文东团队在前期大量

动物实验基础上 ， 对一侧大脑损

伤进入平台期的患者开展了该项

新技术的临床应用。 一位

12

岁的

女孩， 那年来的时候是妈妈和外

婆一起带来的 ， 由于脑瘫导致手

部动作不受支配，生活不能自理 。

但患者家属诚心求医 ， 态度十分

诚恳， 徐文东于是将这种新型手

术的情况坦诚相告：“有一个办法

也许对孩子有效 ， 理论上是说得

通的，安全上也没有问题，但由于

是创新的手术技术 ， 所以治疗效

果无法保证。 ”最终女孩接受了手

术，并且手术成功了。 经过不断的

康 复 练 习 和 患 者 本 身 的 不 懈 努

力， 女孩的双手功能恢复状况喜

人，多年过去了 ，现在的她不仅找

到了理想的工作 ， 还凭借其手工

艺泥人作品 《天使之爱 》，在

2014

年获得了首届全国“随心手愈 ”手

工作业治疗作品大赛一等奖。

徐文东首创的这项手术技术，

对脑卒中、脑外伤和小儿脑瘫患者

的手部和上肢动作也有积极作用。

从开展第一例手术至今 ， 日渐成

熟 ，恢复率达到了

90%

，使得不到

10

岁的小朋友、

68

岁的老年人、曾

经生活不能自理的脑卒中、脑瘫患

者，重新拥有了一双灵巧的手。

这一中枢瘫修复新理论，被国

际医学最高级别杂志《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刊登，并被国外同行专家

称为“颠覆性的手术技术”。

徐文东很忙 ， 采访约在了周

六， 而且告知：

10

点来，

10

点前有

课。 身为博士生导师，徐文东要给

学生上课本不奇怪，但那天我按约

来到东安路上海医学院明道楼

1

楼时，却发现人头攒动，“第四届脑

卒中

/

脑外伤

/

脑瘫后手功能障碍的

外科康复综合治疗及手外科新技

术学习班暨第一届神经移位重建

脑卒中等偏瘫上肢功能围手术期

护理学习班”正在注册，教授者恰

恰是徐文东。

徐文东告诉我，目前正在推广

自己的这一医疗成果， 在上海，除

了华山医院，新华医院、仁济医院

等也已经在推广这种手术。 在国际

上，这一成果已在美、日、韩、印度

及国内二十余家医疗机构推广。

把这一数十年研究出来的成果

毫无保留地推广？看出我的疑惑，徐

文东说：“确实是毫无保留地推广。

肢体偏瘫是目前最主要的人类致残

原因之一，是世界医学难题，仅我国

就有三千万终身残疾者。 主要包括

脑卒中幸存者、 脑外伤患者和脑瘫

患者。 仅靠我们几家医院，几个、几

十个医生难以全面造福患者。 大爱

无疆！医者仁心仁术，必须把这项医

疗技术向全世界推广。 ”

“造福全世界的患者……”徐

文东侃侃而谈。 站在他面前，我仿

佛看到了一个个绞尽脑汁埋首实

验室里的医生的身影 。 站在他面

前，我心里说：“白衣天使！ 中国医

生当得起这四个字”。

继往开来知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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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名医 大爱无疆

———记

2019

年度上海工匠、华山医院副院长徐文东

徐文东，男，

1970

年生，汉族，中共党员，博士，

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导，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副院长、复旦大学附属静安区中心医院院长，国家

老年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市重中之

重临床医学中心执行主任。 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

会现任主委、世界腕关节镜协会（

IWAS

）侯任主席、

亚太手腕协会（

APWA

）侯任主席。 入选国家杰青、

万人计划、百千万工程、上海市领军人才，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华医

学科技奖一等奖、全国优秀院长、上海市政府质量

金奖，上海医学发展杰出贡献奖等

20

多项荣誉。 发

表论文

100

余篇，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

主要贡献：颠覆传统思维定式，提出脑卒中后

偏瘫肢体功能重建的全新方案， 以一侧大脑支配

双手，原创成果发表于国际最权威医学期刊《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

NEJM

）》。

NEJM

在评选其认为“颠

覆性的 、 在推进医疗实践具有最重要意义的 ”、

“

2018

年最受瞩目论著”时将该成果列为榜首（目

前大陆唯一），并入选“

2018

年度中国十大医学科

技新闻”。

音乐会开幕之前，郑锦首先

致辞（详见本版）。上海交响乐团党总支书记王

万春在随后发表的欢迎词中指出，非常欢迎大

家走进上海交响乐团，也非常荣幸上交的“全

城交响” 公益活动能够融入上海医务工会

70

周年音乐会中。“全城交响”是

140

岁的上海交

响乐团回馈给这座城市的一份特殊礼物，而第

三季“全城交响”活动欣然接受上海医务工会

的邀约，则是代表了全社会包括上交对于广大

医务工作者的敬意和感谢。

他还表示，长久以来，上海交响乐团与华

山医院、瑞金医院以及医务工会都保持着良好

紧密的互动，希望今晚我们的艺术家能够为广

大医务工作者在这难得的闲暇之余带来高雅

艺术的享受，用古典音乐滋养每一位的心田。

接着，郑锦、何园、马艳芳、方秉华、耿道

颖、江欲红、俞郁萍和姚政等市医务工会九届

委员会常委声情并茂地朗诵了由苏家春、潘英

华合作的原创诗歌 《我们是医务职工娘家人》

(

详见第

8

版

)

。 在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原

华山医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佩敏，原中

山、龙华医院工会副主席孔南玲、张海珍和原

浦东新区王港社区医疗卫生中心工会主席顾

佩娣、原市六医院工会专职干部周忠明等与共

和国同龄的医务系统工会工作者代表上台接

受了常委们的献花。

整台音乐会共有四个篇章。第一篇章为“守

护”，由上海市医务职工管乐团演奏了《我和我

的祖国》《月亮河》；第二篇章为“风华”，由中山

医院黄云川、王颖颖四手合奏钢琴《胡桃夹子组

曲 作品

Op. 71a

》，由华山医院赵颖露、冯陈陈

合奏钢琴、单簧管《枫叶拉格》，由新华医院张丹

丹、 陆一闻合奏钢琴、 小号 《山丹丹花开红艳

艳》；第三篇章为“盛世”，由上海市医务职工民

乐团演奏《天山之春》《琴动鼓跃》；第四篇章为

“祝贺”，由上海市交响乐团“北极星”弦乐四重

奏演奏四首乐曲： 勃拉姆斯 《匈牙利舞曲第五

号》、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

K525

》、施特

劳斯《蓝色多瑙河》、黄贻钧《花好月圆》。

本次音乐会由上海市医务工会主办，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工会承办。 特别鸣谢“全城

交响·上交为你而来”对活动给予大力支持。

业余爱好者与专业工作者同台上演“视听盛宴”

(

上接第

1

版

)

以音乐会的形式

致敬医务人 70 年的奋进历程

———市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市医务工会主席郑锦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

深秋的上海金风送爽、 流光

溢彩，在这美好的时节，我们刚刚

庆祝了祖国

70

岁华诞，又即将迎

来上海市医务工会成立

70

周年。

70

年来，在各级领导与各界朋友

的支持下， 一代代医务工会人坚

守初心、使命在肩，勇于探索、不

断实践， 用坚实的脚步走出了一

条上海医务工会

70

年不平凡的

成长之路。 今天， 值此 “医路同

心

--

庆祝上海市医务工会成立

70

周年主题音乐会”举办之际，我

代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市医务

工会向见证了医务工会成长的各

位老领导、老前辈、老劳模、老工会干部表达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

持和参与上海医务工会事业发展的各单位党政领导、工会干部、一线职工致

以衷心的感谢！

回顾

70

年发展历程，上海医务工会人始终忠诚党的事业，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忠诚履职、积极作为，注重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做好党联系职工群众

的桥梁与纽带，为健康中国、健康上海建设汇聚行业力量。

70

年来，上海医务

工会人始终竭诚服务职工，顺应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想职工所想、急

职工所急，及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工会的温暖送到职工心坎上，提升了医

务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工会真正成为医务职工的知心人、贴心

人、“娘家人”。

站在新的起点上，新时代赋予上海医务工会人新的历史使命。 面对工会

工作的新要求，医务职工的新期待，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新任务，需要全体医

务工会人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这条主线，把握时代主题、紧跟时

代步伐、创新工作模式，加强思想引领、探索行业联动、健全服务体系，团结广

大工会干部和医务职工，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书写

新时代工会工作新的篇章。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今天，我们以音乐会的形式，致敬医务人

70

年的奋进历程，感恩老一辈工会人，用音乐再次凝聚广大医务职工投身健

康中国、健康上海建设与建功新时代的蓬勃力量。

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上海交响乐团、曹鹏音乐中心、医务职工管乐

团、民乐团与华山医院工会对音乐会的热情支持！ 也预祝本次音乐会取得圆

满成功！

最后，祝在坐各位领导、嘉宾、劳模、工会干部及职工：身体健康、工作顺

利、阖家幸福！

医术与艺术在音乐中碰撞、相融…

———主题音乐会精彩瞬间

第一篇章：

守 护

第二篇章

:

风 华

第三篇章

:

盛 世

第四篇章

:

祝 贺

上海市医务职工

管乐团演奏 《我和我

的祖国》《月亮河》

1

、四手合奏钢琴《胡桃夹子组曲 作品

Op. 71a

》；

2

、合奏钢琴、

单簧管《枫叶拉格》；

3

、合奏钢琴、小号《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上 海 市 医 务 职

工民乐团演奏《天山

之春》《琴动鼓跃》

上海市交响乐团

“北极星” 弦乐四重奏

演奏《匈牙利舞曲第五

号》、《

G

大调弦乐小夜

曲，

K525

》、《蓝色多瑙

河》、《花好月圆》

成功突破实现颠覆

大爱无疆造福患者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