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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医院组织员工收看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共同回顾改
革开放 40 周年举世瞩目历史成就的基础上进
一步激发全院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 上海
电力医院于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分组组织在
岗员工收看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第一时
间感受大会盛况。
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伴随着雄壮的国歌
声响起，大会隆重召开。 电力医院的干部员工围
坐在就近的会议室电脑和电视前，聚精会神，认
真收看大会实况。 在人民大会堂掌声如潮的时
候，大家也情不自禁地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同志
们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一系列傲人成就
感到由衷的自豪，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感
到由衷的自信。
在收看过程中，同志们认真记录，不时交流，
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在医院广大干部员工中引起热议，大家心潮
澎湃，热烈讨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
40 年的不断探索、40 年的努力奋斗、40 年的伟大
实践，感受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

近期， 电力医院先后组织各专
业条线开展 2019 年工作务虚会，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总结 2018 年工
作特色与亮点， 分析面临的形势和
问题，提出 2019 年工作总体思路和
重点举措。
作为改革落地之年，2018 年医
院各项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在
上级公司的坚强领导与全院员工的
共同努力下， 医院克服种种困难和
压力， 较好地完成了既定的工作目
标，基本实现了改革稳妥落地，荣获
上海市“五一” 劳动奖状等多项荣
誉。
医院结合务虚工作情况， 提出
2019 年要通过十二个方面的具体
工作，切实贯彻好上级部署要求。一
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促
进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持续相融。
二是组织“精益驱动，精细前行”主
题活动， 开展市内同级医院及国康
集团所属医院行业对标， 促进管理
水平持续提升。 三是不断加强风险
管控能力， 切实做好降本增效与开
源节流，确保实现经营目标。四是持
之以恒抓好“大安全”管控，巩固提
升医院安全生产良好局面。 五是持
续开展临床医疗业务挖潜， 重点完
成一体化手术室、MDT 门诊等建设工作，着手筹
建综合 ICU。 六是不断提升系统内员工健康管
理服务能级， 积极助力属地公司员工 EAP 项目
建设。 七是全面提升企业应急医疗保障服务能
级，探索优质、高效、稳定的全新保障运作机制。
八是加快推进养老业务探索， 试点系统内医养
结合服务的上海模式。九是组织实施
“
一强两优
四特”学科遴选与培养，逐步健全医院品牌学科
体系。十是逐步完善现代医院制度体系建设，科
学优化院内绩效考核方案， 促进全员共享发展
成果。十一是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和行风建设，严
格执行医药代表会谈机制等管控制度。 十二是
加强医院文化建设，鼓励担当作为，崇尚真抓实
干，积极组织群众满意、群众需要、群众关注的
公益与科普活动，彰显央企的社会责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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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取得的这 40 年的辉煌成就来之不易、 弥足
珍贵。
下阶段，电力医院将组织全体干部员工持续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好地服务员工、服务企
业、服务社会，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党建登高、学
科争优、健管增效、保障焕新，在新起点实现新发
上海电力医院
展，为新事业作出新贡献。

冬日养生经

中医冬日养藏之道
冬日天气寒冷，冬日的阳气应该封藏。因此，
《素问》专门提到了一个养藏的问题。冬三月怎么
“
无扰乎阳”。
养藏呢？ 关键的一点就是
无扰乎阳，指的就是冬三月阳气已经在闭藏
了，不要再打扰它。就像我们住宾馆，睡觉的时候
要启动一个
“
请勿打扰”的按钮。 睡着了，再被打
扰醒，会是什么滋味呢？相信大家都会有体验。那
么，怎么实现这个
“
无扰乎阳”呢？ 上述的经文谈
了四个方面。
其一，慎起居。冬三月的起居应该是
“
早卧晚
起，必待日光”。冬三月要早一些睡，晚一些起，这
是《内经》的教证。
冬天早卧晚起就是为了适应养藏。睡觉本身
就是一种很好的藏的状态， 冬三月要强调养藏，
睡眠的时间当然就要适当地延长。 冬三月，白天
的时间短，夜晚的时间长，都是反映一个藏的状
态，人要跟这个藏相应，那就必须早卧晚起。中医
常说天人相应，怎么个相应呢？ 冬日养藏就是相
应，冬三月
“
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就是相应。要讲
相应，时间就很重要。天地在这个时候收藏，你也
要在这个时候收藏；天地在这个时候释放，你也
要在这个时候释放。 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睡觉
就是收藏，工作劳动就是释放。 现在许多人习惯
晚上工作，白天睡觉，这就不相应了，就阴阳颠倒
了，这个对身体肯定不利。 年轻的时候也许没关
系，到老了就会有感受。

其二，调情志。 冬三月的情志应该是“使志
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 这里的“志”
有两层意思。 一是讲心志，就是心的志向，《康
熙字典》云：心之所之谓志。 二是讲情绪，《左
传》里面将喜怒哀乐好恶称作六志。 所以，我们
把它称为情志。 这个时候的情志应该“若伏若
匿”，伏也好，匿也好，都指的是藏。 所以，这个
时候的情志应该收藏一些， 不要那么开放，不
要那么显山露水。
其三，适寒温。冬三月要
“
去寒就温”。寒为冬
气，寒为藏气。 冬天，特别是在北方，人们都身裹
棉衣，不但戴手套帽子，还要围围巾，封闭得严严
实实，这个衣着就是一个
“
藏”，将整个身体封藏
起来了，闭藏起来了。 这个也是相应，与冬藏相
应，这就是养藏。当然，去寒就温还包括其他保温
防寒的方法。
其四，节动静。 冬三月应该
“
无泄皮肤，使气
亟夺”，泄皮肤也就是皮肤的开泄。 大家知道，什
么时候皮肤会开泄呢？ 当然是激烈活动的时候。
皮肤开泄了，自然汗出，汗出多了，就会耗气伤阳
使气亟夺。 冬三月是阳气闭藏的时候，这个时候
皮肤也应该相应地闭藏，不要做过多的开泄。 这
就提示冬天的运动、冬天的活动有其特殊性。 特
别是喜欢运动锻炼的人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冬天
的锻炼应该避免过多地开泄皮肤， 应该多做静
功，这样才与冬相应，有利于养藏。

老年花眼食疗方
老年人容易花眼，现介绍几则食疗验方以
供大家参考：
桑 椹 糖 。 取 500g 桑椹（鲜者加倍）捣成泥
状与 500g 白糖共煮， 待糖液变黄色并可拔起
丝时，倒在涂有麻油的石板（或不锈钢板）上，
凉后切成糖块，随时含服，此方对肾阴亏损者
有效，但糖尿病患者应忌用。
酱 醋 羊 肝 。 将羊肝洗净切片后湿淀粉勾
芡，素油爆炒，调以酱油、醋、料酒、姜。 中心性
视网膜炎、视神经萎缩者可常吃此菜。

胡萝卜粥 。 取胡萝卜适量，切碎。 与 250g

粳米共煮为粥。 此方可常服，疗效尤佳。
青箱鸡头汤 。 取青箱子、女贞子各 30g，与
两个鸡头同煮服。 此方对肝血虚、虚火上浮所
致的眼疾有显效，伴高血压头昏者尤佳。
红肝丸 。 取红花 10g，与 250g 猪肝共剁为
泥，加淀粉少许，做成丸子蒸食。 此方对气虚兼
瘀之白内障术后眼中血丝者有效。
枸杞蛋 。 用枸杞子 20g，与两只鸡蛋调匀蒸
服。 此方对头昏眼花、多泪者有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