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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简报 

2021 年第二期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院长办公室主办         2021 年 2 月 19 日 

我院召开 2020 年度总结表彰会 
2021 年 2月 7日下午，我院 2020年度总结表彰会在英魁厅召开。会议由

岳伟华副院长主持。我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职能处室、临床科室及研究室

等负责人，各部门考核优秀及其他获奖人员代表、职工代表等七十余人参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院院长陆林教授作 2020年工作总结报告。陆林院长首

先对北京大学及北大医学部的支持与指导、对我院全体职工的付出与奉献表示

诚挚的感谢，他以“四十年励精图治铸辉煌，新起点与时俱进谋发展”为题，

从医疗护理工作、科研教学工作、公共卫生服务及应急救援、管理工作等方面

汇报了医院 2020 的工作概况。他提出，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六院人

砥砺奋进的一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我院全院职工通力合作，既积极

参与心理抗疫工作，为广大人民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又注重自身创新发展，依

托新院区建设与老院区改造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在 2020 年取得了突出成

就。 

我院陈斌斌书记讲话。她表示，非常开心加入六院大家庭，在履职的三十

余天中充分感受到医院扎实过硬的专业实力、踏实勤奋的工作态度和团结有爱

的工作氛围。2021 年即将迎来建党 100周年，同时也是国家十四五开局之年，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医院面临着进一步谋发展，传承北大医学精神，领航

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艰巨任务，她强调，希望在日后的工

作中同全体职工并肩战斗，发扬工作中的长处，改进工作中的不足，抓住机

遇，实现医、教、研、管工作进一步提升。最后，陈斌斌书记代表医院领导班

子，祝愿全体职工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随后，由医院党政领导班子为获得 2020 年度考核优秀奖、院长会特别奖、

金笔奖及科普宣传奖的集体和个人颁奖。 

最后，岳伟华副院长宣布 2020年度院内其他集体及个人奖项名单，并希望

大家再接再厉，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我院 2020年度总结表彰会圆满结束。 

回顾过去的一年，我院助力国内国际心理抗疫，书写砥砺奋进的光辉事

迹；迎来建所四十周年与新院区启用，推动精神卫生工作的不断实践创新。

2021年，医院将继续秉持“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的院训精神，坚守“健

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誓言，脚踏实地、团结协作、持续发展，共创美好

未来！                                             （党院办  樊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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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运动障碍专业门诊在北院顺利开诊 

运动障碍性疾病，是一组以随意运动迟缓、不自主运动、肌张力异常和姿势

步态障碍等运动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神经系统疾病，与精神科关系非常密切，涉及

到的疾病谱系很多，如常见的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舞蹈症、特发性震颤、迟

发性运动障碍、抽动秽语综合征、亨廷顿病、肝豆状核变性和 Meige 综合征等。

患者除了存在明显的运动症状以外，通常还存在非运动症状，如抑郁、焦虑、精

神病性障碍、认知功能损害和自主神经功能损害等，需要精神科、老年科和神经

科等多学科、全方位、系统化的协同诊治，全面管理，共同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2021 年 2 月 2 日上午，我院运动障碍专业门诊在北院顺利开诊。团队来自

临床研究室、老年科及神经内科，专家长期从事老年期精神疾病、器质性精神障

碍及运动障碍相关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首次出诊的医生为临床研究室

于欣教授，首诊患者涉及到癫痫合并精神运动性发作，精神疾病合并迟发性运动

障碍、抽动症、不自主运动等，以及上述疾病伴有的精神行为异常如幻觉等。 

运动障碍专业门诊的顺利开诊，极大地推动了神经和精神疾病相关的运动障

碍规范化临床管理路径，拓宽了我院富有特色的临床诊疗模式，进一步探索疾病

的临床特征、发病机制及创新诊疗新技术，全方位地提升医院综合诊疗服务能力，

我院将竭诚为广大运动障碍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运动障碍专业门诊团队  袁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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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统战人士座谈会 

2021年 1月 20日中午，我院在行政楼一层圆桌区会议室召开了统战人士座

谈会，党委书记陈斌斌，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靖以及统战人士等共计二十余

名老师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刘靖主持。 

在座谈过程中，各位老师分别围绕医院发展、人才力量的合理利用、员工积

极性调动及人文关怀、诊疗压力的疏解、学生教育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上共征集了 12 条意见和建议。 

陈斌斌书记对各位老师一直以来为医院发展建设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并指

出医院会将此次座谈会征集到的意见建议与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落实北大巡察

反馈意见相结合，抓好整改，进一步促进医院的发展。（党院办  白杨 何小璐） 

 
我院领导向各科室坚守岗位职工送上新春问候 

“大家好，给大家拜年啦！”，2021 年 2 月 10 日腊月二十九，中科院院士、

我院院长陆林，党委书记陈斌斌代表医院党政领导班子来到各科室，向坚守在医

疗、护理、科研及管理等各个工作岗位的职工们送去春节祝福，感谢他们一年来

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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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位领导也认真查看了医院各项防控工作，并叮嘱全体职工重视疫情

防控，做好假期岗位值守。在岗职工们对院领导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表示将以饱

满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做好本职工作，确保假期间医院平稳有序运行。 

（党院办  樊雨桐） 

 

 
我院领导除夕慰问医院值班人员 

2021 年 2 月 11 日农历除夕夜，在此辞旧迎新，欢度新春佳节之际，中科院

院士、我院院长陆林教授，党委书记陈斌斌，副院长司天梅、孙洪强，党委副书

记刘靖带领医院部分中层干部亲切慰问了节日期间坚守在工作一线的职工，为他

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和问候。 

陆林院长一行先后来到医院海淀院区及北院各科室及值班室，与大家亲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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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仔细询问了值班人员的工作情况与住院患者的情况，对大家“舍小家、顾大

家”的精神表达了真挚的感谢。希望大家以高度的责任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及

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准备，全力以赴保障春节期间医院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除夕之夜，万家团圆。为了保障春节假期期间医院各项工作平稳开展，我院

各岗位值班人员仍坚守在第一线，他们用一幅幅对联、一张张福字装饰新年的热

闹气氛，为在医院过年的住院患者带去家一般的温暖，打造“六院年味”。 

（党院办  樊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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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儿童病房举办庆新年联欢会 
为共同迎接 2021年农历新年的到来，2021年 2月 4日上午，我院儿童病房

举办了庆新年联欢会，病房的孩子们和医护人员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这是儿童病房搬至北院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快更好的治疗

和康复，我院对北院的儿童病房床位进行了扩增，每个房间配备独立卫生间，大

厅有明亮的向阳落地窗，大厅面积是原来的 3-4倍，分为读书角、活动角、沙发

休息区等。病房还配置了单独的心理治疗室，定期为孩子们进行个体或团体心理

治疗。除此之外，孩子们每天可以到工娱室进行书法、陶艺、唱歌、弹琴、健身

等活动。 

专业的医护团队、宽敞明亮的病区、丰富多彩的康复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

更温馨便利的康复环境。春日伊始，阳光格外灿烂。 

联欢会由病房的孩子们主持和表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带来了各式各

样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赢得了大家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和欢呼。此外，孩子们还

和医护人员一起精心布置了活动区，并绘制了新年板报，介绍春节的由来、习俗，

表达新年的美好愿望。我们发现，常发脾气的小冉歌声嘹亮，沉默少语的小一唱

歌时那么自信，曾经愁眉苦脸的小鱼和伙伴们欢快地跳着舞，不善言辞的小燃和

小朋友合作的海报色彩斑斓……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庞，一场场精心准备的表演，

所有人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儿童病房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今天的

故事是关于青春，关于成长。 

活动结束，每个孩子都收到了病房和工娱治疗室精心准备的礼物，承载着医

护人员对孩子们最真挚、最美好的祝福。此次春节联欢会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自

我、互相了解的机会，也向大家表达了最美好的新春祝愿。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

展现青春风采，表达新年祝愿，寄予美好希望。 

辞旧迎新，大家一起用欢歌笑语告别旧岁；筑梦青春，我们携手助力孩子们

的如歌年华。                                       （儿童病房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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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领导春节前夕慰问老专家 

在农历牛年春节到来之际，我院党委书记陈斌斌、副书记刘靖代表医院党政

班子成员和全体职工，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向沈渔邨院士、李从培教授两位老专

家送上新春祝福。 

沈渔邨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先后培养了中国精神卫

生领域的第一名博士生和第一名博士后，为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从培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临床精神病学家和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是我国

司法精神病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一生守护着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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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们与两位专家家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并由衷感

谢他们为医院发展做出的贡献及长期以来对医院的关心和支持。最后，领导们

代表全体职工送上新春的问候。 

在此，衷心祝愿所有我院离退休老师们在新的一年里阖家欢乐、健康长寿！ 

                                               （党院办  樊雨桐） 

北医总务处领导至我院北院开展“光盘行动”督导工作 
2021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北医总务处副处长吴至翔、处长助理王文雅、刘

越老师至我院北院进行督导工作。我院后勤保障处处长黄文升、营养师孙晓彤、

食堂经理李猛等人参会。 

会议开始，由营养食堂孙晓彤老师对我院 “光盘行动”相关工作进展进行汇

报。随后，吴至翔副处长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强调了相关工作要求，并对我院

工作情况提出了建议。他指出，光盘行动是长期行动，应长期贯彻节约粮食、避

免浪费的精神。 

在会后的交流学习中，我院黄文升处长表示，北医附属医院之间应增加联系，

相互学习，更好地推进相关工作开展。不仅 “光盘行动”这一项工作，其他方

面也可互相帮助预判风险，更快发现问题并及时改进。他建议，在北医领导对附

属医院进行督导期间，可号召其他附属医院相关人员跟随学习兄弟医院管理的经

验。 

会议结束后，参会老师共同来到北院营养食堂进行参观。食堂经理李猛为各

位老师介绍了我院营养食堂的相关规定、管理办法、进货渠道等基本信息。 

此次督导有利于帮助我院职工更好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对日后

持续落实“光盘行动”，大力弘扬节约粮食、避免浪费的优良传统，起到了指导

作用。                                           （营养食堂  孙晓彤）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联合调研组来我院调研安保工作 

2021年 2月 26日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李大川、公安

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张佐良等一行来我院调研安保工作，中央政法委基层社会

治理局二级调研员赖小燕、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昂、北京市公安局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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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副局长王曦以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卫生健康委、海

淀区公安局、花园路派出所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一同参加调研，我院院长陆

林、副院长孙洪强、党院办副主任孙思伟、保卫办公室主任张勃等相关人员陪

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了我院安检入口、中控室、诊室、分诊台以及警务工

作站等地，就医院安检、安全防范系统、警医联动机制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与现场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我院相关岗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了详细解答。

调研组对我院的安保工作表示了充分肯定，并表示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不容侵

犯，希望各医院能落实医院安全主体责任，认真贯彻落实《北京市医院安全秩

序管理规定》，加强人防、技防和警医联动机制建设，着力排查、化解风险矛

盾，将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切实保护好医务人员的安全。 

我院院长陆林院士代表医院对联合调研组表示热烈欢迎，并在现场简要介

绍了医院情况，就医院安保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议和调研人员进行了沟通，调

研组表示会认真听取各医院的意见和建议，为医院及医务人员安全保驾护航。 

（保卫办公室  王志东 张勃 郭雨辰） 

 

 
我院专家参加北京市社会心理联合会督导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牛年开工伊始，北京市社会心理联合会督导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

委员工作研讨会于 2021年 2月 28日上午，在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会议

室成功召开。我院王向群主任医师、康复中心主任程嘉主任医师应邀参加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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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林永和副会长主持了督导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刘松怀副会长首先介绍了督导专业委员成立的背景、督导专家的组成等具体筹

备情况，郭勇副会长宣读联合会对督导专业委员会成立及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推荐人选的批复。我院王向群、程嘉两位专家当选为督

导专业委员会委员。专家委员们来自我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中科院心理所、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

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林业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等各个专业领域。 

根据《北京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北京市三年要培养

5000名社会心理指导人才，建成 500家社会心理服务站点，这是市政府重要民

生实事折子工程。2021年联合会要面向 100万市民要做好心理知识普及、心理

服务普惠、心理宣传普遍“三普”工作，进行广泛社会发动，扩大影响力。人

才是这项工程最重要的保证，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最根本的基础，需要各

方面专家投入到人才培养教育工作中。这次全国知名专家参加督导专业委员

会，使我们人才培养具有了强大的专家队伍保障。通过成立督导专业委员会，

来提高社会心理指导师的岗位工作能力，使学习理论和技术在实践当中发挥作

用，真正解决群众的心理问题，提升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在随后的督导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工作研讨会上，当选委员结合自己的

专业领域和优势资源进行了分享，并对督导专业委员会的建设、发展和工作规

划提出建议。                                       （康复中心  程嘉） 

 
元宵节里的六院人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在万家团圆的节日里，我院的白衣

天使们与患者们共度元宵佳节，用坚守与陪伴书写着不一样的温暖。门诊大厅里、

科室里和病房里，都活跃着医护人员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使命在肩，无私奉献，

将感动留驻患者心间。 

心中有情，才有对岗位的坚守；心中有爱，才有对健康的守护。“医”路坚

定守护，护卫心理健康，六院人一直在路上。            （党院办  樊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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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院保卫办公室开展易燃物清理及空地湿化作业工作 

    随着春节假期来临，防火工作成为近期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加强北院安

全隐患治理，确保火灾事故零发生，保障医院职工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北院保卫

办公室对医院公共区域的杂物、可燃物，特别是天台及屋顶的杂草进行了全面清

理。 

进入 2月份以来气温回升，天干物燥，为进一步强化火灾防控工作，最大限

度的减少因干燥天气而导致的火灾事故，确保我院防火安全，北院保卫办公室按

照年度安全工作计划，从春节前即组织开展空地湿化作业，根据近期开展的烟花

爆竹防控工作的要求，充分发挥整体管控力量，对空地及天台屋顶进行集中清理

湿化，防范因燃放烟花导致的火灾事故。            （保卫办公室  郭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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