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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藩 （1927—2015） 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
授、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兼江苏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作
为全国著名的脾胃病专家，他先后荣获白求恩奖章、中
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和“国医大
师”称号。

盛泽镇祝家弄徐氏是中医世家。少年时代，徐景藩
先后跟随父亲徐省三和嘉兴名医朱春庐学习中医，21岁
开始独立行医，立志以医技普济众生。1952年，他进入
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医研究班进修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医
学，通过五年的学习，在基本理论和医疗技术两方面获
得了长足的提高。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江苏省中医院工
作。他虚心向院内的诸多名家学习，兼收各家之长，成
长为一名擅长中西医学的一代名医。

从医60多年，徐景藩始终立足临床，知行合一，潜
心钻研学术，在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走出了一条自
己的路，硕果累累，著述颇丰。他领衔的脾胃病研究项
目在国内名列前茅，是全国唯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他
们的专科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脾胃病专科；他
先后编著了10多部专著，他的《论肝气郁疏肝法的运
用》等论著被收入日本《中医临床讲座》教材；他提出
的“胃能磨谷论”新学术观点，受到全国学者的认可。
他不但在理论上有所思悟，临床上也有不少“绝招”。他
首创的“糊剂方卧位服药法”，解决了食道炎中药附着的
难题，让同行们深为叹服并广为应用；他创制了“连脂清
肠汤”内服和“菖榆煎”保留灌肠法治疗慢性结肠炎，创制
了“残胃饮”治疗残胃炎症，都取得了极好的疗效。

徐景藩不仅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更是医德高尚
的长者。“行医六十年，奉献一辈子”是人们对徐景藩的
高度评价。他始终把济世救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把患
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每开一味中药，都要反复斟酌，
力求用最佳配伍的药方给患者治疗，也不随便使用昂贵
的药物；还经常自掏腰包帮助患者。作为院长，他尽心
尽责，亲力亲为，在抓好医院发展规划和专科专病建设
的同时，集中精力做好中医人才梯队的培养。他数十年
如一日，坚持临床工作，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毫无保
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传给后学，带出了一
大批优秀青年人才，有的弟子现已成为硕士、博士生导
师和学科带头人，在临床、科研和管理上取得丰硕成
果；而受到他指导、培养的国内外中医学生更是不计其
数，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徐景藩以身体力行的高尚医德教育了医务工作者，
也深深感动了无数患者和广大群众，2009年在评选“5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江苏人物”活动中，徐景藩以高
票当选，成为全省人民学习的楷模。

几十年来，徐景藩怀着高远的志向奋斗在医疗、教
学、科研的第一线，成长为一位学习型的国医大师、临
床型的国医大师、清廉型的国医大师和思想型的国医大
师，他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深得同仁拥戴、后学爱
戴、病员感戴。

“国医大师”徐景藩
沈莹宝

□ 当家论道

本报讯（记者沈佳丽）新春佳节
即将来临，成批好看的电影逐渐上
映，而这段时光正是影迷们享受电影
魅力的最佳时期。近日，盛泽卢米埃
影城针对会员推出了系列新春大礼包
福利活动。

据了解，会员一直是盛泽卢米埃
影城观影的主力人群，为了回馈会
员，影城推出了“犬踏梅花报早春生
肖（狗）卡福袋”。福袋内含有一张
限量生肖卡，卡内有余额和积分，
同时赠送 3张会员专享券。同时，
针对现场和APP上充值的会员，影
城特别推出了“春意盎然充满送”
充值福袋，现场还会有神秘礼物赠

送。
“卢米埃影城在盛泽已经有5个年头

了，很感谢广大影迷的支持与厚爱，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做得更好。”盛泽
卢米埃影城营销经理秦天告诉记者，为
了让更多影迷能够享受到高端优质的观
影体验，影城始终致力于提升放映品
质，近期完成了7号激光厅的升级。春
节档期间，大片云集。不仅有根据也门
撤侨真实事件改编的军事动作片《红海
行动》，还有欢乐搞笑并存的《唐人街探
案2》和《捉妖记2》，将让影迷们大饱
眼福。

图为卢米埃会员福利卡。
（沈佳丽摄）

大片云集大片云集 好礼不断好礼不断

盛泽卢米埃影城新春福利大派送盛泽卢米埃影城新春福利大派送

本报讯（记者陈军）昨天，
记者从盛泽镇衡悦社区党委了解
到，社区党委结合“先锋融入
行”活动要求，以蚕花党支部、
东西庙党支部、保盛党支部、王
家庄党支部、斜桥党支部为试
点，在社区基层网格内建立了先
锋驿站，打造“红色蜂巢”书记
项目活动阵地，形成了小区内的

“党员之家”。
“蜜蜂采花酿蜜，乐于奉

献，衡悦社区的党员们好比无私
奉献的‘蜜蜂’。社区以‘蜜
蜂’精神引领每一位党员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在辖区内逐步打
造‘红色蜂巢’，为广大群众酿

造甜蜜的幸福生活。”盛泽镇衡悦
社区党委书记吕晓鹃介绍，“红色
蜂巢”书记项目主要分为“蜂巢组
织”、“蜜蜂志愿”和“酿蜜工程”三
个板块，即建立一个网格化党建组
织，打造一批党员志愿服务队，完成
一项积分考核制度，三位一体全面
构建衡悦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

去年，随着退休党员的迁入，
衡悦社区党委党员人数扩大，并增
设了4个党支部，增加至12个党
支部。294名社区党员全部落实到
12个“蜂孔”支部，形成了“蜂
孔”相连的“蜂巢式”党组织结
构，党建网格化管理全面形成。

同时，社区党委围绕“蜜蜂志

愿”，深入推进党员志愿服务工
作，把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与志愿服
务有机结合，把志愿服务内容进行
细分，积极培育了暖心帮扶、平安
守望、关爱未来、文明传播、文化
传承、洁美家园等六大“志愿
花”。各支部固定每月10日为党员

“浇花日”，积极开展各类党员志愿
服务，解决百姓身边事，搭建党群
连心桥。

在“红色蜂巢”书记项目中，
衡悦社区党委把“党员积分考核”
制度引入项目，打造“酿蜜工
程”。除了参加组织生活、按时交
纳党费等基础设置外，“党员志愿
服务”是一个重点的加分项。党员

每次参加组织生活或者志愿服务，
都能对照积分考核标准获得积分。
吕晓鹃说：“去年年底，社区党委
还按照党员积分情况，评选了‘金
蜜蜂’‘银蜜蜂’‘铜蜜蜂’等奖
项，这实现了科学化、效率化的考
核机制。”

吕晓鹃还说，“引领创新”是
对基层党组织在新常态下的新要
求，“红色蜂巢”书记项目将创新
党建工作模式，以党员为蜜蜂、以
党员责任田为蜂孔、以党组织为蜂
巢，打造“四型”党组织，培养

“五感”党员，实现党员心中有群
众，群众身边有党员，为社区党群
共建营造了温馨家园。

社区“筑蜂巢” 群众“享甜蜜”

衡悦社区积极推进书记项目 本报讯（记者
陈静）“绿柳舒眉
辞旧岁，红桃开口
贺新年”“春回大地
千山秀，日照神州
百业兴”……近日，
盛泽镇山塘社区联
合盛泽小学（升明
校区）的学生们开
展了春联贺岁活
动，孩子们在一张
张红纸上尽情地挥
毫泼墨，表达对新
年的美好愿望。

（陈静摄）

挥墨迎春 春联贺岁

本报讯（记者贾黎）河道保洁是
农村卫生长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村容村貌的切实反映。昨日，记
者从盛泽镇幸福村了解到，该村组织
了保洁队伍，在全村范围内开展全方
位集中整治，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
果。

幸福村在河道整治中主要从四个
方面入手：一是用撵草杆清理河底水

草；二是用网杆和丝网清理河面水葫芦
和漂浮物等；三是拆除侵占水面的鸭棚
和沿滩的丝瓜棚等；四是清除伸向水面
的树木和树枝。在整个整治行动中，党
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经过集中整治，目前幸福村村域内
河道焕然一新。不但河道恢复了通畅，
村民用水也更加方便了，该河道整治行
动赢得了幸福村村民的一致好评。

河道保洁下功夫 村庄卫生上台阶

幸福村整治河道卫生

本报讯 （记者贾黎 陈
军 陈静） 1 月 26 日上午，
今年入冬的第一场暴雪在持
续一天一夜后渐停，整个盛
泽的大街小巷被白雪覆盖，
道路积雪结冰严重，给车辆
行驶和行人行走带来诸多不
便。为了确保辖区内道路安
全通畅，盛泽镇衡悦社区、
坛丘社区、山塘社区等单位
组织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
开展扫雪活动。

当天，大家手握扫把铁
锹，在社区内的主要道路
上，铲的铲，扫的扫。不一
会儿，一条条干净的道路出
现了，为市民开辟了安全
路。

山塘社区工作人员来到
辖区内老街、老小区，以走

访形式开展宣传工作，提醒居
民做好应对低温暴雪天气的准
备。“阿姨，这几天路面湿
滑，出行要注意防滑和交通安
全，要注意防寒保暖。”山塘
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瑶亲切地对
家住乌新街的李阿姨说。在走
访过程中，陈瑶看到有老人居
住的房子，就上前去告知他们
安全注意事项，叮嘱他们防寒
保暖，尽量减少外出。

“带头奉献，服务居民，
始终为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而不懈努力！”坛丘社
区党员代表纷纷表示，此次扫
雪活动为居民扫出的是一条

“暖心路”，不仅给居民出行提
供了安全保障，也充分体现了
社区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险：积雪结冰路变滑
暖：扫雪铲冰保畅通

招聘类

品牌：苏州成众会服饰有限公司
招工：招聘岗位有男装导购、图片

美工、服装设计师、视觉搭配师和仓
管，具体要求请电话咨询。

联系人：陈中慧 13218188168

品牌：盛泽盛浙口腔门诊部
招工：招聘岗位有门诊服务营销、

客服前台和护士，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具体要求请电话咨询。

联系人：程水果 13962577744

品牌：苏州爱特云齿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招工：招聘岗位有医疗器械销售、
平面设计和护士，具体要求请电话咨
询。

联系人：程水果 13962577744

品牌：隆丰房产
招工：招聘业务经理1名、业务员数

名。招聘人员年龄需在25岁至 35岁之
间，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组织能力，
熟悉盛泽地形。

联系人：刘伟 15370073888

品牌：盛泽罗莱家居馆
招工：门店导购 3名、店长助理 1

名。招聘人员需形象良好，五官端正，年
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有销售高端品牌
服装和家居类工作经验优先。高中或同等
以上学历，专业不限，薪资面议。

联系人：高丽萍 13511619409

品牌：吴江桃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招工：春运即将开始，公司急招春运

代班司机，线路以河南、安徽为主（不含云
贵川）。薪酬每天100元，每公里0.35元，

招聘者需持有A1驾照和从业资格证。
联系人：陈海荣 15995566888

活动类

品牌：盛泽盛浙口腔门诊部
活动：盛浙口腔推出正畸寒假特惠。

3M 金属矫正器 13900 元，现价 9900 元
（仅限5人）；时代天使隐形矫正25900元，
现价19900元（仅限3人简单的案例）。矫
正类诊断设计费、检查费、取模档案建立可
享受500元减免优惠；凡2人同时参与牙齿
矫正，在原矫正费的基础上每人各减1000
元；各类隐形矫正可享专属新年红包1800
元，红包可抵扣隐形矫正的费用。活动时
间：2018年1月28日至2月28日。

联系电话：0512—63525095

品牌：苏州丽菲苑食品有限公司
活动：“丽菲之家微店”正式上线，微

店上架商品涵盖新鲜水果、产地特产、养
颜护肤品、五谷杂粮等。首次下单的用户
可享受新人折扣。

店主微信号：aa994619480
联系电话：13776137280

品牌：苏州成众会服饰有限公司
活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凡是在万亚

男装各门店进行消费的客户均可享受购买
两件7折优惠，购买三件6.5折优惠，购买四
件及以上6折优惠，特价商品不参加活动。

联系电话：13218188168

品牌：葡逸酒业
活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葡逸酒业

进行新年大促优惠活动。充值500元送30
元，充值1000元送100元，充值2000元
送300元，充值5000元送1000元。活动
时间：2018年1月16日至2月14日。

联系电话：400—850—9179
（沈佳丽整理）

缤纷知音会

2018年度知音会商家近期活动一览

本报讯（巢志杰 记者贾黎）近
日，坛丘社区依托盛泽镇首届社区共
治惠民创投，举办了“双职工子女社
区融入项目”的亲子活动。

据介绍，活动分为同手同脚协力
板、摸石头过河、你来比划我来猜三
个部分。在社区项目负责人的指挥
下，活动紧张有序地开展着，父母和
孩子铆足了劲投入比赛。现场热闹非

凡，或加油喝彩，或咬牙追赶，欢声笑
语呐喊助威响彻操场。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与
孩子之间的默契度也是家庭和睦的一个
重要因素。”坛丘社区相关负责人说，此
次社区活动，一方面培养了孩子们的团
队合作意识；另一方面，促进了社区居
民之间的交流沟通，为构建和谐社区起
到了推动作用。

盛泽镇举办首届
社区共治惠民创投亲子活动

本报讯（记者贾黎）昨日，记者从
盛泽镇东港村获悉，该村鸭头坝河驳岸
工程已经完工，在周围树木花草、宽阔
道路、整洁河道的点缀之下，鸭头坝河
沿线环境焕然一新。

东港村鸭头坝河全长385米，沿岸
有不少人家。但道路狭窄，最多仅能容
纳一辆小轿车行驶，加之沿岸电线杆、
树木林立，对周围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河内堆放着不少垃圾，从丢弃的大型家
具，到瓜果蔬菜皮等。”盛泽镇东港村相
关负责人介绍，河道卫生也急需解决。

针对这一情况，去年5月初，东港
村投资200多万元，鸭头坝河驳岸工程
正式开工。在施工建设过程中，东港村
以“自然生态”为原则，高规格设计、
高质量施工、高效率推进，目前该工程
已经完工。

“东岸拓宽2米，西岸的道路全部
在河道内造起来。”盛泽镇东港村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鸭头坝河东岸道路在其
原有的基础上拓宽，道路有7米多宽。而
鸭头坝河西岸原先并没有道路，为了方便
市民出行，在河道内重新建造4.5米宽的道
路。此外，对现有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两座
桥进行了加宽，河道转弯处设健身点。

记者了解到，鸭头坝河驳岸边全部用
生态砌块装饰，配以苏式韵味的栏杆。河
边的电线杆全部移走，沿岸道路设置绿
化，并定期做好沿岸道路的洁化、美化工
作，把鸭头坝河打造成环境美、生态优的
畅通、高效、绿色“航道”。

东港村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高
度，把鸭头坝河驳岸工程的实施作为2017
年改善该村整体环境面貌、提升群众满意度
的中心任务来抓，先后通过召开动员会、协
调会等形式，对工程内容、时间进度、质量标
准进行全面部署，要求强化纪律意识、责任
意识、大局意识，严格按照预先申报的项目
施工，树立精品意识，打造优秀合格工程。

东港村鸭头坝河
驳岸工程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