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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医院是一所集临床、教
学、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为
一体的国家二级综合性医院，是常
州市医保定点、武进区医保定点、
新北区农保定点医院,建院十年
来，一直热衷于各种社会公益事
业。2005年，华山医院一成立就举
行了“华山健康杯”万人健康大赛，
在十年时间，不断向困难家庭、灾
区捐款，定期举行义诊、免费挂号
等惠民活动。去年，华山医院还积
极参与我市公共卫生服务，举行
“庆 38，关爱女职工，六分钟护一
生女性两癌筛查活动”，重点针对
新北区工厂女工，活动期间，28个
工厂企业的适龄妇女 1014人参与

了此次免费两癌筛查活动。
关爱社会弱势群体是华山医

院一直以来作为公益活动关注的
重点,随着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的增
加，一系列有关外来工的社会问题
逐渐增多，其中他们的健康与就医
状况就是一个突出问题。大多数外
来工普遍认为医疗费用太高，生病
后不敢去医院，怕承担不起医药费
用，结果“小病拖成大病”。关注外
来务工者，切实解决好他们的“看
病贵、看病难”问题，将有助于促进
城市经济发展，同时对创造和谐社
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次院庆，华山医院将开展 7
大公益活动：为新北区特殊困难家

庭给予 5万元现金捐助和物资救
助；为居民开展“6分钟 护一生”
免费妇科病普查；院庆当日所有来
院就诊患者，免专家挂号费，药费
全免；为特困患者实施免费“爱心
手术”名额 10名；普通家庭向“天
使基金”扶贫公办室申请，可获得
500元医疗救助；60岁以上老人凭
身份证享受免费全身健康检查；后
期将继续组织进社区、企业、乡村
体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和物资
捐赠等爱心活动。

热心公益、回报社会是华山医
院自建院十年来承诺并一直在为
此付出实际行动的一项长期工作。
华山医院关注弱势群体，采取各种

形式开展惠民服务，获得了百姓
的赞誉。为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
立 102周年，为就诊患者赠送
500个家庭药箱，500张健康惠民
卡；每年定期为特困户、低保人员
举行爱心捐赠，发放救助物资；常
年坚持为社区市民提供最优惠的
体检套餐；为白血病患者捐款等
等。

华山医院还定期组织医护人
员深入各社区，提供预防、医疗、
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
技术指导等综合性服务，受到居
民的好评和欢迎。从社区居民实
际需求出发，经常在社区举办文
明健康知识宣传讲座，宣传健康

饮食、生活常识、运动健身、疾病
预防、安全知识、计生知识等多方
面的科普知识，深入社区开展咨
询和免费体检活动。通过这些活
动密切了医患关系，提高了医院
知名度，从实际出发赢得了老百
姓的信任。

十年来，华山医院从自身着
手，促使自身规范、有序、健康的
发展。华山医院创新思维，以广阔
的视野审视自己，在先进的医疗技
术、优秀的专家团、优质的医疗服
务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医院的科学
管理水平，卓有成效地抓好医疗质
量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使医院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华山建院十周年，7大公益回馈社会

今年是常州华山医院建院十周年，4月18日将正式启动《华山十周年感恩盛典》慈善活动，同时开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专家会
诊日，且免专家挂号费200元，并借十周年契机成立“天使基金”，对新北区辖区内的特殊困难家庭、残疾患者、实行医疗援助和物资救助，
以切实解决特殊困难家庭的生活及就医问题，中老年养老问题。同时在全区开展妇科病普查、不孕不育、优生优育等咨询和宣传工作。

院庆当日所有就诊患者药费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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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是美国

!"#"

年
!$

月
$"

日发起的一份黑

名单#美国国务院称#名单上的国

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恐怖

主义活动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

古巴于
%"&$

年被美国国务

院列入!支恐"黑名单$

根据美国法律中的 %与敌国

贸易法&规定#美国不能够对 !支

恐"黑名单上的国家出口货物#且

会控制对这些国家的军用和民用

商品销售#限制对其救援#并干预

这些国家获得国际金融机构贷

款$

被列入!支恐国家"名单的国

家所做的一些贸易制裁会被美国

撤销# 且不允许该名单中的国家

通过国际结算银行在海外转移资

金#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

此前 # 美国已将伊拉克 '也

门'利比亚和朝鲜从 !支恐名单 "

上移除$ 目前还在美国的!支恐"

名单上的国家包括伊朗' 苏丹和

叙利亚$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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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广岛机场跑道因韩亚航空客机事故仍处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