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 2021 年度 

党小组工作总结 

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于 2018 年 11 月在北京成立以来，

连续三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党建优秀分支机构称号。2020 年中华中医药学

会血液病分会根据总体建设布署制定了“众心向党、自立自强”主题实践活

动方案。总体分析，血液病分会党小组基本按照计划完成了各项任务。现将

2021年党小组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弘扬正能量 

2021 年血液病分会党小组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强化党员意

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2021 年我们把加强党内监督与保证，弘扬正

能量作为血液病分会党小组工作重中之重。在党员微信群与血液病分会微

信群推送英雄人物、典型事例、党政国策，目的是提醒每位党员自觉接受地

方所属党组织的监督，规范党员行为，自觉遵守党的纪律。2021 年中华中

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的监督保障效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在廉

洁方面：中华中医药学会各分支机构是在中华中医药学会领导下的专科分

会，按照民政部相关要求，属于民间社团组织，没有固定经费支撑，每年一

次的学术会议需要企业或社团支持。因此，对分会领导来讲，秉公办事、廉

洁奉公非常重要。在召开年会前，主任委员专程前往与党小组长商议，听取

党小组长关于学术年会经费筹集方案的意见，以保证筹集经费合规性，并监

督血液病分会进行会议经费预算。会后经费结算由党小组长审核。②日常工

作方面：包括了解血液病分会党员思想状况、委员大致活动状况、会议纪律、

出席会议情况等。 

2  医疗下基层 

既往血液病分会在下乡医疗扶贫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连续三年获中

华中医药学会“精准扶贫优秀分支机构”，也获得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科

技助力精准扶贫先进团队”称号。2019 年-2020 年在全国贫困县全面脱贫

后，2021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把工作与党建贵州重心放转移到“医



护科技下乡，助力基层致富”方面，制定了“巩固扶贫成果回头看活动”，

对 2019 年医疗扶贫的红安、山阳、隆化、五寨、铅山、册亨等六个已经脱

贫的边远县进行回访与医疗下乡活动，并结合当地革命教育资源进行红色

或传统教育。由于 2021 年疫情流行原因，从血液病分会层面对山阳县、隆

化县进行回访，对湖北红安县、山西五寨县、江西铅山县、贵州册亨县委托

地方专业委员会或副主委所在省市进行回访。总体分析，血液病分会前期扶

贫取得了远期效果。例如，我们对曾两次医疗扶贫的陕西省山阳县进行了相

关调研发现，2020 年-2021 年县中医院与漫川镇卫生院在医疗发展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绩。①科普宣教，民众受益：县中医院与漫川镇卫生院在两次

义诊过程中受到专家们科普宣教启发，先后组织了以医院医护人员为主体，

结合村卫生所卫生员为辅的医疗科普宣传队，深入每个村，就常见病、多发

病防治进行科普宣教。②坚守国基，推广中医：陕西省山阳县处于边远山区，

民众对中医药认识不够，认为常见病用西药见效快，医院大部分以西医为主。

通过我们两次义诊以及专家应用中药治疗常见、多发病能取得的疗效，加深

了当地政府和医疗机构对中医中药的认识。例如，漫川镇卫生院既往均是西

医成分，县中医院也是破旧不堪，在义诊时我们给当地政府提出建议，要大

力推广中医，扩大中医院规模。如今，漫川镇卫生院也增设了中医特色门诊

与康复科。同时，还增加许多中医特色疗法，如针灸、拔罐、刮痧等非药物

疗法。县中医院也于 2020 年更换了院址，建成为现代化中医院。③专科建

设发展：在 2019 年扶贫过程中，我们看到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县域分级诊

疗措施落实不到位，淡化了农村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建设，使很多

村民罹患感冒、胃痛等常见病也到县级医院就诊，导致县级医院就诊压力大，

许多医生整天忙于应付患者，致使业务学习时间有限，诊疗水平难以提高。

针对这种情况，2018 年在漫川关义诊时与镇卫生院院长商议，重建农村合

作医疗点，大力培养村卫生员。2019 年在县中医院义诊与医院领导座谈时，

建议建立乡镇专科。时隔两年，以漫川镇卫生院为例，现已经重建或恢复了

农村医疗监测点和全乡镇覆盖的个体卫生所。县中医院已在 16 个乡镇中摸

底调研疾病谱与医疗状况，并分别在 10 个乡镇建立了包括脑病、心血管、

脾胃病、肝胆病、呼吸道疾病、骨关节病等专科医疗监测点，基本做到全县

中医三级分诊医疗体系（村、乡、县），建立了县域居民中医全覆盖的医疗



服务网络。根据地方血液病专业委员会或副主任委员负责区域统计，2021 年

除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组织“扶贫回头看”医疗下乡外，副主任委员

负责区域共医疗下乡 13 次，派出医护人员近百名，受益群众高达 10 万余

人次。 

3  学习增党性 

中华中医药学会属于民间社团，党小组如何在分支机构里开展党的工

作和学习一直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

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 2021 年开展灵活多样的党员学习，增强党性活

动。 

3.1 网上学习 

按照党中央与相关部门部署，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强化

了党员原单位学习强国”网上学习时间和累计分数要求，并进行党员之间相

互交流。 

3.2 会前学习 

党小组长认为，利用学术会议前开展党员学习的制度不能松懈，负责区

域的副主任委员也要组织地方血液病专业委员会党员在会前学习，特别是

习总书记在重大国事、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理解精神实质，坚持“守正创新”，

提高共产党员的服务意识。 

3.3 微信学习 

为建好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员微信群，2021 年对党员群进行

新的规定，不但要求在微信群发布正能量的政策、法律、法国、时事政治、

国家战略等信息外，还要求发布中医药“守正创新”内容，包括中医传承、

名医名方、非药物治疗、养身保健等有益于民众身心健康的医药信息。通过

党员微信群学习和互动，促进了党员之间交流、鼓励。 例如，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为及时观看建党 100周年庆典活动，学习习总书记讲话，

领会讲话精神实质，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按照区域管理方式，及时向分会全体党员与委员发出倡议，要求全程观察

七一庆典活动。7月 1 日早 6 点 55 分、7 点 05 分，甘肃省肿瘤医院夏小军

书记（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省中



医院周郁鸿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名誉副主任委员）就发出了响

应信息。7 点 29 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侯丽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

血液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提出：分会全体党员务必在本单位观看建

党百年庆典活动。7 点 50 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南方

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等几十家医院血液科在分会党员带领

下，组织科室党员、群众集中在病区或医院会议室等待盛典开始，并全程观

看了庆典活动。当庆典活动进入高潮时（习总书记讲话），他们相互发图片

或发文字以表心中的激动和感恩。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文华教

授（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感慨的写到：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军强则国安，特色强军之路，是

维护国家安定与世界和平的关键。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党委书

记（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副主任委员）陆嘉惠教授说：我们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祖国卫生事业，为中医药

事业，为血液病学科发展而努力工作，努力奋斗。两位教授的感慨之言，话

虽然不多，确代表了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全体党员、委员的共同心声，

也表达了我们的共同愿景。 

3.4 党课学习 

集中上党课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几年来一直探索的党建问题。

2020年以来，线上会议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帮助。2021 年 06 月 11 日我

们利用互联网举办了迎接建党 100 周年的党课教育活动。上午 10:30 部分

党员和部分民主人士来到了上海罗泾镇塘湾萱草文化展示馆开始党课教育。

党课主要内容为：①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副主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

合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陆嘉惠精心

制作了“家国情怀书于纸，百年荣光信与仰”党课视频，视频以革命先驱李

大钊，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等在生死离别关头所写的家书为主。有些家书是

留给远方亲人最后诀别的遗嘱，有些家书是以国为家者最热忱的告白，有些

家书是国家情怀最温情的传递。党员们通过这些家书的分享，有感于革命先

烈们舍小家为大家、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的革命情怀与爱国主意精神，

决心继承革命者遗志，做一个真正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②上海市宝山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第四党支部书记钱叶长同志主讲的“石库门里的中国共



产党创建史”系统地讲述了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当时中国任何

地方都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经济、地域、政治环境和相对宽松的多元文化氛

围及群英荟萃的人才条件，这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③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血液科

胡晓梅教授主讲“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这一民族瑰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梦贡献力量”的微党课，她重温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中央对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用建国后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激励每个党员为

发展中医药事业而建立“守正创新”的精神和应用中医药为人类健康做出重

要贡献的决心。 

4  不忘历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宣教使我们党始终铭记

历史。在现行阶段我们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将会引领

广大党员深入学习党的历史，提高党性修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也将引领

广大群众全面了解党的历史，增强党员爱党、拥党、护党、听党话、跟党走

的坚定信心。唯有深刻铭记历史、正确看待历史，我们党才能带领广大人民

群众完成新的任务，攻克新的挑战，取得新的成绩。2021 年中华中医药学

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充分利

用会议、论坛、扶贫义诊等机会，到爱国教育基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021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主要组织的“不忘历史”教育项目如下： 

4.1 牢记国耻 

2021年 06 月 11 日，从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选出的 16 名党员代

表及民主党派代表清晨 7:30 分从上海宝山出发，8:40 来到“侵华日军罗泾

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地”进行不忘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这里讲解员引导

我们向在大烧杀中遇难同胞敬献花篮后，就地进行了不忘历史的爱国主义

教育微党课。讲解员用低沉的声音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催人泪下的历史，

低沉的声音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残害的无辜贫民的哀悼。最后，讲解员强

调：“侵华日军在罗泾镇的大烧杀已成了中华民族永久的痛苦记忆，我们永

远不能忘记！但我们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今天我们来这里悼念遇难

同胞，不是为了增加仇恨，传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更好地开创未来，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富强和壮大。”、“我们一定要牢记国弱被人欺的道理，

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国富民强，众安道泰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4.2 仰视名人 

享受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第七次学术年会大餐后，由党小组长

董昌虎教授带队，组织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部分党员和青年学者共

50 余名冒雨驱车到 60 余公里外浙江绍兴，瞻仰周恩来纪念馆和鲁迅故里。

教育党员和青年学者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通过瞻仰周恩来纪念馆，激起了党员和青年学者对“周恩

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的记忆和崇敬。看到周恩来纪念馆

每一件食物、每一幅画卷，仿佛看到了周总理矫健的步伐，听到了周总理熟

悉而又坚定的为祖国鞠躬尽瘁的语音。当讲解员每提到周恩来总理的名字，

代表们就感到无比自豪和温暖。周总理在建设新中国的卓著功勋和崇高风

范，永远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

的人们心中，也永远鼓励党员和青年学者为中医药事业自强不息奋斗的精

神和热情。 

4.3 崇敬先烈 

到先烈们战斗过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来之不易，凝聚了先

辈们的鲜血和汗水。2021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选派党员、群众代表主

要瞻仰的红色教育基地有： 

⑴践梦南梁： 甘肃省“南梁革命纪念馆”是我们追逐革命先辈足迹

的教育圣地，由于与延安相邻，很少有人去南梁参观。故而是我们梦寐以

求的学习圣地。2021 年 7 月 10 日，代表们来到了红色基因地带-甘肃省庆

阳市南梁镇，瞻仰了坐落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荔园堡村的“南梁

革命纪念馆”。大门左侧竖刻着陈云同志题写的"南梁革命纪念馆"馆名，

大门里正对面是一座高大的仿古牌坊，牌坊正中刻着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

耀邦题写的"南梁革命纪念馆"七个大字。牌坊后面是南梁革命烈士纪念

塔，碑座东西两壁及背面刻着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等

608 位烈士的英名。南梁是原南梁政府所在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1934-1935 年，他们在

此建立了陕甘边区政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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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既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的出发点。在南梁，我们不仅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对建立红色政权的执着精

神，更看到了 “面向群众、忠诚为民的奋斗精神”、“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的南梁精神。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

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刘志丹参加革命后说，“我要使全中国

人民都过上好生活”，老百姓称其为“咱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

1936 年 4 月，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为之震动，红军战士、

战马都穿白戴孝，中阳县一时白布售之一空。谢子长被群众称颂为“谢青

天”。在革命斗争中他经常告诫部队的指战员，“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

队，时刻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

事，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因此，老百姓认定举红旗的“老谢”队伍

是为贫苦人打江山的！谢子长临终前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

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习仲勋在革命生涯中始终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21 岁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制定并实施

了具有开创性、前瞻性的“十大政策”，处处体现着一心为民的思想光

芒。所以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

仲勋去”。习仲勋终其一生赤胆忠心为人民谋福利，被毛泽东誉为“从群

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瞻仰南梁革命根据地使我们感受到传承红色

基因的重大意义和伟大使命，使我们深深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是千百万

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放眼未来，踏踏实实地做

好各项工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增瓦，为振兴中医药事业而

努力奋斗。 

⑵热泪猴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 1月 1 日在黔

北地区的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了重要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博

古、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李德等同志

参加了会议。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批评了博古、李德同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了《关于

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建立川黔边区新苏区根据地”的重

大意义和战略任务，并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不同意见，个

人包办的现状。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成果，实现了中央红军的伟大战



略转变，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坚实基础。2021 年 7 月 31-8 月 01日中华中

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部分代表参观了 “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夜”猴场会议

会址。 通过猴场会址参观和党史资料的学习，参加活动的党员个个热血

沸腾，热泪盈眶，大家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把这次活动主题精神传达到

区域的分会党员，让每一位党员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用革命

前辈们智慧和奋斗精神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珍惜现在，心系未

来，坚定信念，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⑶追忆长征路：桑植县是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湘鄂边、湘鄂西、湘鄂

川黔革命根据地。1927 年冬，桑植县洪家关人贺龙、贺锦斋等组建了

6000 多人、300 多条枪的农民起义军，1928 年初发动“桑植起义”，成立中

共桑植县委和桑植革命委员会。在开辟根据地的斗争中，桑植有 5 万多人

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红色政权，其中为革命牺牲的达 5000 多人，为中

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1935 年 11 月 19 日，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

团）从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转战湖南、贵州、四川等 8 个省，行程两万

多里，于 1936 年 10 月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伟大长

征。义诊结束后，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湖南省中医药学会与中西

医结合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桑植县民族中医院部分专家进行了缅怀长

征历史的党建活动。他们分别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

地纪念馆”与贺龙故居和贺龙纪念馆。通过学习与瞻仰激发了代表们对老

一辈革命家的敬仰， 增强了代表建设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心以及为之奋斗的精神。 

⑷情系鄂豫陕：陕西省山阳县漫川关不仅是朝秦暮楚成语的发源地，也

是红四方面军“鄂豫陕”根据地重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从豫鄂皖出发，在向西转移途中，

于 1932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8 日从商南西部进入山阳东部的漫川关。此

时，国民党陕军三个团在漫川关设防，试图阻挡红四军前进道路，胡宗南狂

妄地叫嚣：漫川关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坟墓。但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

向前同志指挥下，各师主力就地抵御近身之敌，拉开了漫川关大战之幕。面

对凶恶的国民党军队，红四方面军展开生死的对抗战。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



打垮了国民党军的无数次进攻，于 1932 年 11 月 13 日黄昏胜利突围漫川

关。因此，在漫川关接受一次党史与红军史教育具有重大意义。2021 年 4

月 22-23 日中华中医药学会部分党员代表和著名专家怀着激动心情在漫川

关战役烈士纪念碑前，听取了漫川关战役研究会攻正明秘书长现场的“红色

山阳”微党课和徐向前大战漫川关革命故事，并参观了漫川关红四军总指挥

部旧址纪念馆。 

总之，因学会自身的特点及党员委员均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不同单位，

各自在医教研管的不同岗位，需要承担医疗值班、急诊救治、门诊、授课

等任务，难以集中时间，因此，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工作方

式、活动内容、活动成效还需要更多的探索，有待积累更多的经验。在

2022年，我们将进一步探索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建新模式，将党

建工作做大、做强、做好、做实。 

 

 

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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