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淳安县中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3月16日—3月20日专家门诊一览表

3月16日（周四）坐诊专家：
肿瘤科

甲状腺外科

3月17日（周五）坐诊专家：
眼 科

消化内科

耳鼻喉科

妇 科

中医内科

骨伤科

康复科

3月18日（周六）坐诊专家：
内分泌科

3月20日（周一）坐诊专家：
呼吸科

风湿免疫皮肤
病科

中医妇科

如遇小调整，以当日坐诊专家为准，
咨询电话：0571-64818886。

（关注微信公众号：淳安县中医院，
了解专家最新坐诊信息）

浙江省肿瘤医院姚庆华主任医师

浙二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钱晓娃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袁庆丰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刘湘副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程琪辉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童燕龄主任医师

武警杭州医院白舸主治医师

武警杭州医院高坚副主任医师

浙一医院叶丹副主任医师

杭州市中医院傅骞副主任医师

省新华医院王新昌主任

（3月19日下午开始挂号，限号60）

杭州市中医院傅萍主任中医师

（国家级名中医，每季来院一次）

（3月19日下午开始挂号，限号60）

外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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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会客厅

@淳安发布【淳安人有自己的节日啦】淳安县

委、县政府决定今后每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五定为

我县的“全民清洁日”。3月10日，我县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首个“全民清洁日”活动，活动范围为城区、各

行政村以及车站、码头、景区景点等公共场所，活动

内容是清扫城区路面、人行道等地，清理绿化带、湖

面漂浮物，清除卫生死角。

点评：建设美丽淳安，每一个人都要以身作则，

作出榜样，毕竟生活在一个优美整洁的环境里，人们

的心情才会更加舒畅。我县开展“全民清洁日”活

动，通过大家的积极参与，影响并带动全社会关心、

支持、参与环境卫生清洁活动，促进城乡环境面貌的

提升。

@平安淳安【雷锋三月】点赞！民警深夜救助，

走失老人顺利返家。近日，石林派出所民警成功帮

助一名走失的老人找到家人，并将其安全送回家，赢

得了老人家属及辖区群众的好评。警方提示，老年

人单独出门时,应该随身佩戴能辨识身份的证件信

息及家属的联系方式。

点评：失踪者，或许只是登记表上一个陌生名

字，却是一个家庭最无助的痛苦。特别是老年痴呆

症患者记不住地址、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认不出亲

人。而要克服这样的困难，需要亲人与社会极大的

细心与耐心，发现老人或者小孩有异样，应尽早干预

相助，避免悲剧发生。

@千岛湖旅游 #淳安底蕴#【淳安的当代名
人】在2012年两夺奥运会金牌的叶诗文，她的启蒙

教练楼霞正是咱淳安人。每一个人的童年，应该都

有一部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漫画的作

者，是淳安人的女儿郑春华。还有世界冠军方慧燕，

在2016年世界速度轮滑锦标赛中，为中国升起第一

面五星红旗，她也是淳安人哦。

点评：向这些当代名人学习。他们积极进取、努

力拼搏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希望整理这些

名人的不平凡事迹，将这些素材融入到学校的乡土

文化教育中去，激励学生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

家乡争光、为祖国争光。

记者 邵建来

有事找我

帮忙记者：方俊勇 周雅婷 邵建来 严月玲 何柳青
帮忙热线：15988805666 64826778

江滨
八旬老人表谢意

近日，八十三岁高龄的孤寡老人余银娟拄着拐

杖走进了江滨社区，拿出一封粉色的感谢信交给社

区，希望帮忙转交。

原来，在元宵节时，千岛湖镇第六小学的几位学

生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孤寡老人余银娟

和独居老人章卓君家中看望。孩子们用自己的压岁

钱为老人购买了汤圆、牛奶、水果等慰问品。余奶奶

一直记在心上，便和九十三岁高龄的章爷爷商议，写

了一封感谢信，表达心中的谢意。社工立马将感谢

信交给孩子们的班主任，转达了老人的感谢之情。

通讯员 陈燕

火炉尖
女性厨艺大比拼

近日，火炉尖社区联合泰隆银行以“烹饪美食我

最行，乐享康美新生活”为主题，开展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女性厨艺大比拼活动。

本次活动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前期的宣传，共有

22名选手参赛。活动分为美食评选、知识抽奖问答

两个环节，参赛者根据要求把在家中精心烹制好的

拿手菜肴成品拿到现场参赛。由火炉尖社区、泰隆

银行、居民代表派出评委，以“色、香、形、味、名”作为

评分的标准，最终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

等奖7名，其他参加的选手们均为纪念奖。社区还

围绕日常生活小知识为现场居民准备了有奖知识竞

答环节，答对问题者都可领到一份精美的纪念品。

通讯员 汪欣欣

社区传真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专家门诊时间一览表（3月15日—3月17日）

记者之见

记者
··

周雅婷
···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最初的时候，

键盘按键是按顺序排列的，但是当打

字员打字速度稍快一些的时候，相邻

两个字母的长杆和字锤可能会卡在一

起，从而发生“卡键”的故障。

据说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美国排

字工把键盘上那些英语字母中最常用

且连在一起的字母分开，以此避免了

故障的发生，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

到的“QWERTY”的布局。这样的布

局打字效率自然很低，于是不断有人

设计更“合理”的键盘布局要取代它，

但习惯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全世

界的人们都已经适应并欣然接受了现

有的键盘布局。

有学者指出，习惯的定义是：习惯

是我们刻意或深思后做出的选择，即

使过了一段时间不再思考却仍继续、

往往每天都在做的行为。好习惯的养

成会令我们受益匪浅，所以，好习惯一

旦养成后并不需要刻意坚持，它们已

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如吃饭喝水

一样自然。比如做计划、阅读、守时、

健身、早起，这些不仅仅提高了我们的

工作效率，也潜移默化地提高了我们

的生活品质和改善了身体健康状况。

笔者认为，既然习惯的力量如此之

大，为何我们不好好利用它。如何养成

好习惯，《习惯的力量》作者查尔斯·杜

希格给出了很好的方案。通俗的说，习

惯养成的秘诀就跟“把大象关冰箱”一

样分三步：先在大脑里充分认同接受，

想清楚这件事为什么要做，它能带给你

什么好处；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尝到甜

头以后继续做、长期做；直到它成为你

下意识的动作，不做就会觉得不对劲。

但愿所有人能养成好习惯，让工

作和生活忙而不乱，处事不惊，达到

“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的理想状态。

幸福人生 从养成好习惯开始

记者 周雅婷 摄

小
小
织
布
工

童世根的残疾证遗失，证号：

33012719460729181043，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0日

淳安县大市镇万方通迅商行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3310014782703；机构信用代码证，证

号 ：C70330127014782700。 声 明 作

废。 2017年3月10日

淳安梓桐盛意旅馆遗失浙江省地

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2份，发票代码：

133011530339，发票号码：07788100、

07788101，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3日

叶勇军的残疾证遗失，证号：

33012719700922121851B，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3日

方树成遗失林权证一本，证号：

330600518842，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3日

淳安千渔网箱养殖产业专业合作

社 遗 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证 号 ：

G10330127001141008，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3日

遗失声明

市民余先生：我搬到了新房居住，不过，身份证

上的地址仍是原来地址，想改成现在的地址，不知如

何办理？

记者邵建来：县行政审批管委会办公室公安窗

口工作人员介绍：相关人员持身份证换领新证即可，

乡镇的则在当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

身份证地址如何更改？

市民陈先生：前不久因搬家，把孩子打防疫针的

本子丢了，如何补办？

记者邵建来：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按照什

么地方办证什么地方补办的原则，可以携带监护人

户口本、孩子出生证现场确认，去原来接种疫苗的接

种门诊进行补证。

儿童防疫本丢了怎么办？

记者观察

记者
··

邵建来
···

日前，千岛湖新闻网论坛网友“美

丽心情”发帖说，朋友办了张开发路某

店的洗澡卡，结果卡里的钱没用完，可

店转让了。老板不退卡里的钱，强制

要求购买他店里的东西，可店里的东

西死贵死贵的，一件婴儿的爬服都要

上百。很多人没办法只能听老板的，

换了店里的东西。一些人找了消费者

协会维权，总算有了个结果。

3月8日，记者来到千岛湖镇新安

大街上的一家零食店，刚一进门，服务

员就问：“请问，你是我们的会员吗？”

记者摇头，服务员又说：“那你办张卡

吧！办卡消费比较划算，可以打8.8

折的，而且每次来消费都可以攒积分，

积分可以兑换礼品。”一张卡最低充值

100元，这样才能成为会员顾客，享受

8.8折优惠。

如今，预付卡消费已经成为不少

市民的一种时尚消费方式。健身卡、

美容卡、就餐卡、洗车卡……持卡一族

手中的卡五花八门。但是很多人在享

受卡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添了不

少烦恼。

住在千岛花园的余国华建议少办

卡。他说，前年女儿感冒发烧住进县

一医院，随后去医院食堂打饭要办饭

卡，当时就办了一张，还充了300元

钱。后来女儿出院回家，饭卡里应该

还剩下200多元。今年年初去医院看

个亲戚，想还在食堂吃饭，先前办的饭

卡却找不到了，因为没记饭卡上的卡

号，补办不了，卡里的余额也打了水

漂。

县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年总有一些因预付卡无法兑现引起

的纠纷。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消

委会共受理预付式消费投诉事件6

件,涉及消费者65人，2014年、2015

年这个方面的投诉更多。

工作人员说，商家打着优惠的幌

子，游说顾客办卡，但在顾客消费的过

程中，又没履行好当初办卡时承诺的

优惠或者服务项目，甚至个别不法商

家将店铺转让或者关门走人，而新老

板不认旧账，让消费者花了冤枉钱却

无法追索。另外，消费者手中的凭证

常常只有一张简单的卡或者收据，一

旦遇到商家人去楼空时，取证较为困

难。

根据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

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

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

的合理费用。

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办理预付

卡时，一定要谨慎理性，按自身的实际

需要，每次充值金额不宜过多，切不可

贪图折扣优惠而忽视可能存在的潜在

风险。同时，尽量选择那些规模较大、

证照齐全、市场信誉度高的商家，不要

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办卡时务必索

要发票，妥善保存相关证据，以便及时

有效维权。

消费预付卡，办卡容易退钱难
办卡时要多留点心哦

姓名
徐建林*
郑成根
周利民
李 定
陈新红
徐仁斌
诸葛柽
黄健戈
童裳越
余威勇
黄早妹
占小平
黄恩铭
周京高
俞云文
徐慧群
洪小琴
陈春华
黄健戈
陈永伟*
杨剑辉*
王长华*
浦 立*
陈 波*
方晓红
徐风洲
蔡茂华
王学军
方旦元
黄健戈
范丽英

本周末特色专科门诊
李涯松*
李亚清*
沃奇军*
罗晓明*
徐东燕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网址：www.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com
http://www.chunanhospital.com/联系电话：0571-65025822

专业
神经外科
心内科

消化内科
泌尿外科
感染科
儿 科
口腔科
中医科

消化内科
感染科
儿 科

肝胆胰外科
骨 科

泌尿外科
神经外科

眼科
神经内科
心内科
中医科

肛肠外科
肾内科
心内科

耳鼻喉科
神经内科
消化内科

儿 科
普外科

胃肠外科
骨科

中医科
妇产科

风湿免疫科
呼吸内科
泌尿外科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职 称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坐诊时间
周三上午（停诊）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停诊）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下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日上午（停诊）
周日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