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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
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附
一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附一实现
了高水平战“疫”、高质量发
展。新的一年，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附一医院滨海院区、
省重点工程奥体院区将先后
建成交付使用，医院一体多
翼、协同发展的办院格局将
愈发壮大。

披荆斩棘，昂扬的是精
神力量；击鼓催征，不变的是
追梦步伐。新的一年，附一医
院将积极主动融入新时代新
福建建设，携手《福建卫生报》
做好健康科普和医疗传播，共
同谱写健康福建的新篇章。

筑梦健康中国，恰是百
年风华。再出发，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2021年，共庆百
年华诞、共创健康伟业！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林章雅（左），
党委副书记、院长康德智（右）

不 平 凡 的
2020 年 过 去
了，充满希望
和挑战的 2021
年 来 到 了 。
2021 年 是“ 十 四
五”的开篇谋划之年，我们将围绕
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高质量谋划
我院“十四五”规划期间的发展，为
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
在这新的一年里，我们也将在各级
党委的领导下，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为夺取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
做出更大的贡献。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福
建卫生报的读者朋友们新春佳节快
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党委书记曾奕明

2021 年，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我们将坚守初
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持续提升服务能力，筑牢
疫情常态化防控防线，推
动医院在传承创新中高
质量发展，为创建“患者
满意，员工信任，同行认
可，政府放心”的一流研
究型医院而努力奋斗。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
属人民医院院长陈捷

战疫情、保健康，2020
年，我们收获满满！展宏
图、谋新篇，2021年，我们豪
情满怀！站在新的起点上，
三院人将更加奋力前行，为
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
航！值此新春佳节，我谨代
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三人民医院，恭祝全省人民
新春愉快、幸福安康！

随着春节临近，各种聚会、饭
局已经紧锣密鼓地敲响了，大家忙
着品尝美食，享受美好的相聚时
光。这个时候，肺部却免不了受到
烟的“熏陶”。作为胸外科医生，我
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吸烟和二手烟
问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在您点
燃一根烟时，您的指尖夹着别人的
生命。远离烟草，让我们过个清新
健康的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副
院长、胸外科主任医师陈椿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衷心
感谢社会各界对省肿瘤医院的
关心支持与信任。过去的一年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共克时
艰 ，打 了 一 场 没 有 硝 烟 的 战

“疫”。2021年我们继续发挥全
省肿瘤防治与研究大平台的作
用，全方位提供优质服务，为健
康福建做贡献。恭祝大家牛年
吉祥、万事如意！

福建省肿瘤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陈传本

感谢福建卫生报对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
腔医院一直以来的关心与支持，也感谢社会各
界对我院的关注。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坚守疫情防控，宣扬抗
疫精神。坚定发展决心，推进“双一流”建设。我们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人民满意医院，助力健
康福建建设。

在这“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际，我们要以
高质量全面发展，迎接建党百年华诞，开启强院
崭新征程。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2021 年，福建省老年医院将以党
建为引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秉承专
注老年医学、呵护老年健康的发展思
路，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为健康福建事业贡献力量！

老年人的健康事关国家发展全
局，事关百姓福祉。我们将深度优化
医疗服务，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为老年
朋友健康保驾护航。

值此辞旧迎新、
新春佳节即将来
临 之 际 ，向 长 期
以来关心和支持

儿 童 健 康 事 业 发
展的各级领导、各界

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谢
意！

少年强则国强,儿童健康是实现
中国梦的起点。我们儿科医务人员
将不断提升学科水平，倡导全社会
关爱、呵护儿童，促进儿童的身心健
康，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
作顺利！

大家好，为了避免椎间
盘疾病在节日里对大家的偷
袭骚扰，作为一名骨科脊柱
医学医生，我送上预防椎间
盘突出的腰背肌锻炼方法：
挺胸抬头，双手摸高后伸腿。

新年到了，我在这里向
大家拜个年，祝福各位朋友
新春吉祥，身体健康，万事顺
意！

面对 2020 年突
如其来、肆虐全球的
新冠疫情，我们始终
坚守初心，不辱使命,
彰显了二院人应有
的责任和担当!

新年的钟声即将
敲响，2021 年，我们将
加强疫情防控，优化服
务流程，打造“便捷廉
医”服务品牌，为一方
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岁序更替，山河无恙。2020
年，我们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勠
力同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的一年，我们将围绕开局“十
四五”、开启新征程，围绕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形势要求，坚持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推动医疗服务高
质量发展，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林海滨

2020年，我们共同面
对了一个重大的挑战，抗
击新冠病毒。值此 2021
年新春来临之际，我代表
泉州市正骨医院向参与
疫情防控的所有医务人
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同时也恭祝全省人民幸
福安康！

值此辞旧迎新、继往开来之际，厦门医学院
附属口腔医院向广大民众、向多年来关心支持
医院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致以衷心的感
谢与诚挚的问候，祝大家新年新气象，新春心欢
乐，牛年行大运，万事皆如意。2021年，我们将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踔厉奋发，昂扬前行，以
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为人民群众的口腔健康
保驾护航！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
待扬鞭自奋蹄。

2021年，我们愿意继
续携手《福建卫生报》，聚
焦百姓健康，共话“十四五”
建设蓝图，让人才和技术在基
层落地生根，打造“健康细胞”，让追求健
康成为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行动。作为

《福建卫生报》健康大使，在这里给大家
春节期间保护消化系统的五个小措施：

一、每天喝足够的水
二、不要吃得太饱
三、慢慢吃，彻底咀嚼
四、减少甜食和脂肪的摄入
五、适当的运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泉港总医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郑炜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一场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我院的
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地参加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不辱使命，勇敢逆行。用实
际的行动践行白衣天使的使命与担当，
展望2021年，踏上新征程，我们定将披
荆斩棘、乘风破浪，我们必会意气风发，
未来可期，祝愿你和你的家人新年快
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福建卫生报的广大读者朋友们，新年好！值
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恭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
幸福！身体健康！

2020年是特殊而又不平凡的一年，只要患者
需要，我们一院人一直都在。我们不断探索创新
医疗技术，不断用优质医疗为患者解除病痛。新
的一年，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昂扬
的斗志，坚定理想、不忘初心，直面挑战、敢于拼
搏，着力提升医疗核心技术，打造区域医疗中心，
为闽粤赣边百姓提供有力的医疗和保健支撑。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陈建洪

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
骨二科主任医师徐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党委书记陈江
（左）、院长卢友光（右）

福建省老年医院党委书记张俊
芳（左）、院长郑铭（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儿童医
院党委书记、院长郑伯禄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刘永前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叶剑鸿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党委书记胡砚平（左）、
院长黄文霞（右）

莆田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吴宗权（左）、
院长许志扬（右）

泉州市正骨医院院长
陈长贤

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孙丰裕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陈开红（左）、院长涂梅（右）

2020年，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统筹
兼顾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和医疗业务工作，以患
者为中心，不断改善医疗服务，不断探索创新
医疗技术，不断提升患者满意度，医院各项工
作取得了不断发展。新的一年，站在“十四五”
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理念，秉承“仁心仁术、悬壶济世”的院训，
加快高质量医院建设的步伐，以优异成绩向党
的百年华诞献礼。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我们见证了南一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责

任担当；我们的科研成果、科研申报立项屡创新高；
我们的卒中、胸痛、房颤等中心建设如火如荼；我院
新增博导、硕导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医院核心竞争
力不断提升……

“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南一
人将聚焦新时代医疗需求，持续改善医疗服务，构
建更有深度及广度的医疗平台，为新时代的医疗体
系谋篇布局，为闽北百姓健康事业再立新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党委书
记林坚（左）、院长徐尚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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