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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力办实事 用心用情解难题
——贵州中医药大学“四心”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

黄伟 刘维琴 剡鹏英 周超 帅乾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着力解决好群众各项“急难愁
盼”问题，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办身边事。贵州中医药大学全体
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通过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进一步站稳群众立
场、树牢宗旨意识，保持初心不改、
志向不移、本色不变，积极发挥中医
药特色优势，用“四心”服务师生、
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健康、服务国家
战略，让师生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满意度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自启动党史学习教育以来，贵州中医药大
学把开展宗旨教育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重要内
容，把树牢宗旨意识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思想基础，同步开展“党的宗旨教育暨‘党员先
锋岗’创建活动”。

红心向党强宗旨。多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并不断强化宗旨教育。校党委班子和处级干
部到省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
词、参观展馆史料等；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深入遵义会议会址、中共贵州省工委
旧址、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娄山关红军战
斗遗址、王若飞故居、息烽集中营等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组建以校党委书记为团长的党史学
习教育宣讲团等 10支宣讲队伍，围绕党史学习
教育特别是宗旨教育，开展宣讲 88 场，覆盖
师生 13120 人次；以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
展了线上线下“重温百年党史·昂首阔步前
行”党史知识竞赛、“学党史 颂英雄”百场

诵读活动文艺汇演、红歌比赛、征文比赛、诵
读会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推动全校“我为
群众办实事”热潮持续升温。

先锋引领践宗旨。通过开展党的宗旨教育
暨“党员先锋岗”创建活动，教学、科研、医疗、助
力乡村振兴等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众多党员先
锋。千名师生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枚
枚党徽在胸前熠熠生辉，一次次微笑在群众脸
上绽放，党员先锋的群体效应成为学校“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道壮丽风景。
“当被授予‘共产党员先锋岗’时，我感到很

光荣，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鞭策与激励，更是一
份责任与使命，让我时刻想着怎么才能发挥好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研究生院辅导员肖媛媛
说。

护理学院第二学生党支部书记欧阳天仙在
接过“共产党员先锋岗”的座牌时表示：“感觉沉
甸甸的，今后我将珍惜荣誉，铭记宗旨，切实做
好学生党建等各项工作。”

据统计，贵州中医药大学已创建“党员先锋
岗”598个，形成了“在服务群众中检验宗旨、在
兴办实事中砥砺党性”的良好氛围。

红心向党 党员先锋践宗旨

贵州中医药大学在“我为群众办实事”
中紧扣省委、省政府“一二三四”发展思
路 ， 围 绕 “ 四 新 ” 主 攻 “ 四 化 ”， 为 贵 州

“在乡村振兴中开新局”作出积极贡献。
深入乡村出实招。发挥中医药院校优势，

助推全省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组成调研组，
实地走访册亨县等 16个县的近百个村，了解自
然资源情况，查看黄精、艾纳香、铁皮石斛等
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情况；召开座谈交流会，
了解当地人口、资源、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梳理帮扶点在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方面存在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调研组一方面为村“两

委”、驻村第一书记和干部及村党员上党课、
作宣讲，指导帮助村党支部建强党组织；另一
方面，安排精锐力量继续为地方中药材产业发
展提供技术指导、质量检测、产品销售等帮
助，与乡镇、村共同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乡村中
药材特色产业，通过以点带面、典型带动，打
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此外，学校驻村工作队
员带着“三农”情怀，用心用力推进所驻村寨
的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聚焦教育帮
扶、产业帮扶，盘活现有资产，壮大村集体经
济。今年以来，驻村队员为群众办实事 70 余
件，其中产业扶持类实事有 37 件，受益群众
数万人次。

科学种植出实效。药学院教工第九党支部
采取“结对子”的方式管理“国家基本药物所需
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贵州）基地”；利用全国
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之机，该院江维克教授等
人寻找、收集、保存贵州道地、特色和珍稀药用
植物种质资源 1200 多种，种质 7000 多份。该基
地为药材种植企业提供优质种源，有效培养了
中药资源学类的专业人才，更为关键的是，还
把中药材种子种苗资源推介给全省各县，并派
科技特派员指导药农科学种植中药材。目前，
在全省 50 多个县进行了种植技术培训及种子
种苗资源推广，培训药农和技术骨干近 3000
人次，重点推广新技术 7 项、优质中药材品种

18种，为贵州乡村振兴特别是中药材种植产业
兴旺作出了较大贡献。

振兴乡村出实绩。2015年以来，苗药成为
全国销售额最大的民族药，民族医药占全省医
药工业总产值 80%以上。2020 年贵州中药材
种植面积 711.14 万亩，年产值 224.42 亿元，带
动超 45 万贫困人口增收致富。学校发挥专业
优势，为贵州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
大动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学校继续深
入实施“三个一百”工程 （发挥百个研究中心
作用，组织百名博士进企业、百名教授专家下
基层），为贵州中药材种植的规范化和科学
化、苗医药产品的研发等全面提供技术支撑和
人才支持，为贵州中药民族药产业做大做强提
供优质科技服务和各类相关咨询服务 200 余
次，把最好的论文写在大地上，将科技成果送
入百姓家。

丹心报国 振兴乡村铸忠诚

贵州中医药大学和两所附属医院立足实
际，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创造性地开展
多项服务群众的暖心举措，让广大人民群众快
速、便捷地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问需于民找问题。学校和两所附院领导班
子把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高群众获得感、
学科专科建设、医技住院综合楼建设、信息化
建设、制剂中心建设等作为调研主题，通过座
谈交流、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专家咨询等方
法进行把脉问诊、开方用药，形成以满足群众
需求为核心的系列调研成果，并转化为解决问
题、为民服务的实招硬招。目前，共找出涉及
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的问题 28 个，制定为群
众办实事的具体举措 35 条，已经解决问题 21
个，其余问题正在解决中。

就诊服务获点赞。两所附院以“我为群
众办实事”为契机，通过提供“互联网+智慧
医疗”就诊方式，改善门诊患者的就医体
验。年过六旬的张孃孃在贵中医大二附院的

自助挂号缴费系统上完成费用结算后感慨：
“现在我们在医院自助机上就能实现慢特病门
诊费用结算，不用再排队，真是太方便了！”
相较以往，节省了一大半时间，赢得群众普
遍称赞。

导诊服务更周致。学校两所附属医院门诊
楼通过增设导诊台咨询服务岗位，由导诊护士
专门负责维持就诊秩序，解答就诊咨询患者的
各种问题，协助患者在自助机上缴费挂号等提
升患者就医体验；为避免患者早到医院或门诊
医生下班后找不到咨询人员，门诊导诊护士提
前到岗，厅班延迟 15分钟下班。在校团委的配
合下，门诊楼还增加了青年学生文明引导员，
引导病人多渠道预约 （自助挂号缴费机、微
信、现场等） 挂号、缴费。软件、硬件双重优
化，类似这样便民的贴心举措在一附院、二附
院不胜枚举。

夜间门诊护健康。在校党委的指导下，6
月 1 日，二附院以“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为出发点的夜间门诊开诊，实现“上班族
不误工、学生群不请假、老年人不落单”之目
标 。 每 周 一 到 周 五 的 18:00- 21:00(节 假 日 除
外)，均有多科室专业医生坐诊，开设群众普
遍所需科室 16个。夜间门诊挂号费、检查治疗
费、药费等收费与日间门诊保持一致，患者朋
友预约挂号可通过二附院微信小程序、健康贵
州 12320 平台、便民服务窗口等进行。此外，
为方便群众夜诊，除核磁共振、普通胃肠镜及
特殊要求项目外，该院检验、检查项目均正常
开展，门诊西药房、中药房及相关科室的特色
治疗提供配套服务，中药颗粒剂和中西成药亦
正常取药，中药饮片、中药代煎代配正常开
展。至今已有上万人享受了夜诊服务，该举措
广受欢迎点赞。

基层义诊显担当。贵中医人发挥中医药
“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持续深入基层、走
进乡村开展送医送药等义诊活动。4 月 11 日，
二附院肾内科党支部到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开展

义诊暨主题党日活动。6月 5日，校党委统战
部组织党外人士医疗队以“学习党史办实事，
义诊服务践初心”为主题，赴册亨义诊，近
400 名患者免费看上“专家号”，葛正行等名
医同时坐诊为群众诊治用药。“学校将一直为
基层提供优质医疗服务，通过义诊、医联体等
形式进行医疗帮扶。”学校副校长田维毅表
示。今年以来，学校和两所附属医院已组织专
家义诊服务队到石阡、开阳、织金、天柱等地
开展医疗帮扶义诊活动40多次。

心理辅导护健康。学校人文与管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专业青年志愿者服务团，为观山
湖六中、南明区苗苗实验学校等校学生进行
心理教育宣讲与团体小组心理健康辅导，引
导学生解决学习与生活中的难题。本学期开
学以来，志愿者们在观山湖六中深入讲解了
如何调节不适应“双减”后学习节奏的方法
策略，同时每周定期安排两次心理志愿者在
该校驻点服务。

走“新”更走“心”。贵中医和两所附
院持续探索服务群众的暖心举措和创新路
径，持续以实际行动和办实事成效践行初心
和使命。

爱心为民 造福群众担使命

深入师生察民情。学校坚持问题
导向，将深入师生群众走访调研作为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前提。校
党委察民情访民意，聚焦学校教学、
科研、医疗、“十四五”规划制定、
师资队伍建设、党务工作者培养、思
政工作和政治监督工作、继续教育以
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工作，共发现各类
问题 97 项，形成了“我为群众办实
事”清单和台账，并实行销号管理，
确保实事办实。

兴办实事暖民心。在深入调研发
现问题的基础上，学校广大党员干部
想群众所想、忧群众所忧、急群众所
急，主动深入师生一线解决问题，及
时回应师生关切，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师生的困难事、烦心事、揪心事。截
至 10 月 15 日，已解决问题 74 项，其
中包括影响学校发展关键问题和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12项，正在整改和
需长期推进的有25项。

护理学院党委针对学生普遍关心
的就业和考研等热点问题，精心组织
召开毕业生就业指导专题会、考研经
验分享会等，为学生的就业深造搭好
桥梁、做好服务。大家纷纷表示：学
院和老师安排的活动很暖心，打开了
思路，避开了就业误区。先就业再择
业、灵活就业，大大提振了学校学生就业的信心和
考研的士气。学校后勤集团根据校园商铺经营存在
的商品质量等问题，突击检查，对违反合同经营范
围、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商家约谈并下达书面整改
通知书，为教职员工生获得良好购物体验“保驾护
航”。

衷心爱校聚合力。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更接地
气、更有实效，打通党史学习教育“最后一公
里”，学校以“衷心爱校、亲如一家”为主题，推
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实招妙招，不断提高广大教
职医护员工和学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
聚起以校为家、爱校如家、为家拼搏、团结奋进的
强大合力。住在学校公租房的青年博士韦仕祺老师
说：“学校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来，各种贴
心暖心服务不断升级，比如，后勤部门更加悉心管
理公租房，全面进行了绿化、亮化、美化，校内到
处鸟语花香、楼宇窗明几净、停车井然有序，学校
像大家庭般温暖温馨，我们为学校大家庭发展服务
义不容辞、定当竭心尽力。”

红心向党，丹心报国，爱心为民，衷心爱
校。贵州中医药大学以“四心”发力，认真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以学党史、悟思想为基础，以办
实事、开新局为关键，聚焦主责主业，坚持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着力点和落脚点，把“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实
事”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放在心上，把好事办
实、把实事办好，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走深走实，以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
的工作成效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衷
心
爱
校

服
务
师
生
映
初
心

学校党委班子、处级干部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贵州中医药大学党外人士医疗队赴册亨义诊。

贵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为花溪区特殊教育学院提供中医康复服务。

贵州中医药大学二附院夜间门诊开诊。

（本版图片由贵州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