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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11 月 15
日，记者从安顺德红元现代家庭服务
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将开展一项公
益行动：免费开展护工培训，无偿为贫
困母婴提供保健服务。

据介绍，该公司由育婴服务中心

转型升级而来，本着服务社会、服务家
庭，积极为社会分担责任的经营理念
发展。近年来，已免费培训催乳师50
多人，母婴保健师30多人，小儿推拿
保健师 20 多人和 50 多人护工。同
时，为社会解决了部分闲散劳动力和

返乡大学生就业问题。该公司此前已
在“轻松筹”公益网站筹资帮助过4名
白血病患者。如今，将免费培训养老
护工、病患护工，并推荐就业。长期无
偿为贫困家庭母婴提供催乳、小儿推
拿、母婴保健、产后康复等保健服务。

爱心企业免费培训护工为贫困母婴服务

安顺学院附中
劲吹文明创意风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11月15日，记者从安顺学院附
中获悉，在全市文明创建良好氛围的熏陶下，该校通过开展
美化寝室创意设计大赛，展现了新时代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和
校园风采。

今年9月以来，安顺学院附中开展第二届美化寝室创意
设计大赛和美化校园活动。活动丰富了学生校园课余文化
生活，美化了学生生活环境，增强了同学间的友谊以及寝室
凝聚力，营造了良好寝室文化氛围，提高了学生生活质量和
文化品位，构建了文明、和谐、卫生、美丽的校园环境。

走进学生寝室，浓浓的文化新风扑面而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二十四个字用不同的字体和不同的颜色写在天
花板上，手书行楷《醉翁亭记》《破阵子》《般若波罗密心经》
贴于墙头，寝室干干净净，杂物也堆放得井井有条，各种主
题画将墙头装点得五彩缤纷。学生邓清照说：“寝室是长期
生活的地方，我们崇尚自然，将大自然的大树、小鸟请上了
墙头，通过大家团结合作，既增进了友谊又培养了创新思
维，还让我们知道创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离不开每个人
的参与和付出。”学生蔡程宇和杨皓煜说：“我们用毛笔书法
营造国学氛围，在墨香中感悟中华文化，也用卡纸创意天
空，回归大自然，这样的活动既动手动脑，又能让我们参与
到文明创建中。”

“马路天使”，是人们对清扫保洁工
人的美誉。“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使人望而却步。有这样一个普通
环卫工作者，将这平凡的工作干得有声
有色，她就是普定县环境卫生管理站环
卫工人杨志秀，从事一线保洁工作三年
多来，她在工作中总是严格要求自己，
积极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只要认真工作，在哪里都能发光
发热。”杨志秀说道，在普定县新城区外
环路上，虽然天气阴冷，但杨志秀对环
卫工作的热情却没有丝毫减少。

2013年底，杨志秀来到普定环卫
站。从幼师、小学教师“变”为环卫工
人，不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杨志秀却
说她喜欢这份工作。长期从事教育工
作，杨志秀为人很谦虚，做事很细心，还
写得一手好字。来到站里3年多，在坚
持扫好每一段路面、清理好每一处死角
的同时，杨志秀坚持每天第一个到岗，
最后一个离开。她每天都会把一天的

工作情况记录在笔记本上，把出现的问
题罗列出来及时整改。如遇恶劣天气
或路况较脏等特殊情况时，杨志秀干完
手中的活还会继续留在路面上帮助她
人，检查路段保洁质量。

杨志秀管理的路段是普定县新城区
外环路，由于人流量大，车辆多，情况十
分复杂，突发事件也频频发生。去年，普
定县遭遇冰雹天气，树枝树叶被风吹散
得满地都是，马路上一片狼藉。回到家
已晚上7点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饭的杨
志秀接到站里电话，她马不停蹄地赶到
事发地，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完成街
道的清扫，此时已凌晨三四点……

又一次，接到市民的投诉电话，说
是路面由于运输渣土的车辆后挡板脱
落，地上撒落了很多渣土。由于驾驶员
没有及时发现，一路开一路撒落，足足
有几百米，接到电话后，杨志秀马上骑
上保洁车赶到现场，沿着渣土遗落影子
找到一个工地上，并联系到管理工地的

负责人，通知他们整改。她一边立即向
上级汇报，一边拿起工具清扫，等清扫
完毕，已过了给家人做饭的时间。

突击性工作任务，对于杨志秀是家
常便饭，但她从不叫苦叫累。她多年来
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对工作认真负责，
得到了同事和领导一致赞扬。

杨志秀以自己的辛勤汗水换来了
城市的整洁，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实际
行动展示了环卫工人顾全大局、无怨无
悔的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
用汗水浇铸着城市的美丽。

“只要认真工作，在哪都能发光发热”
——记全市“五好”环卫工人杨志秀

□本报记者 周大义

龙宫景区推出新优惠
6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游览

本报讯（记者 唐琪） 11月15日，记者从龙宫旅游管理
公司获悉，龙宫风景名胜区自11月14日起，对60岁以上中
国户籍老人推出免门票优惠，符合条件的老人可凭本人身份
证享受免门票优惠，畅游龙宫景区。

据介绍，针对80周岁以上需要陪护的老年人，可有一名
陪护人员免费随行进入景区，游玩期间免票人员需购买5元
保险票。

同时，龙宫景区惠民季系列优惠活动将于11月1日持续
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针对省内外游客开展为期4个月
的优惠购票、免费乘车、免费游览等活动。

此外，龙宫风景区还将推出元旦免费游活动，在2017年
1月1日至1月27日期间，生肖属龙的游客凭本人居民身份
证到龙宫游客服务中心，只需购买5元保险票，即可免门票入
园游览龙宫各景点。

11月11日，记者走进市人民医院急
诊科，那里已是一派繁忙景象。病房里
住满了病人，急诊科主任陈燕萍带领规
培医师逐一对病人开展例行查房，一面
询问查看病人情况，一面回头对规培医
师们进行病情要点分析。

“急诊科急的是时间，要在第一时
间将危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这是责
任更是职业担当。”从医20余年，陈燕
萍一丝不苟工作，以“教学相长”理念带
学生、教徒弟。2016年，她获得贵州省

“百优医生”称号。她是急诊科46位医
务人员的“领头羊”，挽救一个个鲜活生
命，无愧“白衣天使”称号，一直被同行
视为“最美医生”。

2011年，陈燕萍从神经内科调到急
诊科，五年的急诊工作，让她的医疗技术
更上一层楼。她抢救过无数脑血管、心
血管疾患、心衰、脑中风等危重症病人，
总是在病人最需要时出现，不论是风霜
雨雪，还是酷热炎夏，始终一如既往，与
时间赛跑、同死神较量。

2015年初，西秀区双堡镇一村民在
家中办酒席，发生多人急性食物中毒，其
中7人被送到市人民医院。在医院统一
调度下，一些非值班医生、护士放弃休息
时间，立即参加到抢救行列，大家团结一
心集体协作，通过紧急抢救，未发生一例
死亡事件。

今年 9 月，25 岁的吴某因电击伤
后倒地致心跳停止、瞳孔散大，工友拨
打 96000 呼救后，医生一面在急救车
上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一面与急诊科
联系。当班医生杜磊接到急诊后，一
面继续施予心脏按压、进行气管插管，
使用呼吸机维护生命，一面立即与陈
燕萍联系。陈燕萍与全科医务人员积
极配合、努力施救，终于将吴某从死亡
线上拉回。随后，陈燕萍又组织全科

医生进行急危重病人病情讨论，请来
重症医学科专家会诊，专家们对急诊
科采取的施救措施及抢救效果给予了
高度评价。患者母亲激动地说：“太感
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积极抢救，我儿
子回不来了。”

每天，急诊科要面对许多病情危
急病人的抢救。陈燕萍常常对年轻医
生说：“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希望，
只要有一丝可能，要尽全力救治每一
位病人，这是医生应该有的职业精
神。”通过一次次的临床施教，陈燕萍
的学生应急救治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规培医师严钰淇说：“陈医生不但业务
很棒，对年轻医生的成长也十分关心，
急诊科就像一个大家庭，虽然工作很
辛苦，但很温暖。”

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是集医疗、教
学、科研于一体的国家级急诊住院医生
规培基地，常年承担着急诊医疗救治、
疑难危重症病人急诊救治的工作，包括
突发事件的重大抢救和全市重大会议
的医疗保障工作。每年接收大量规培
生、临床见习生、实习生、进修生学习及
研究生，承担着教学及对各层次医务人
员继续医学教育的任务。急诊科的应
急能力，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医院水平。
因此，陈燕萍经常对同事们说：“我们团
队工作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患者生
命，影响着医院名声，不能有一丝马虎，
团队精神是我们永远的生命力。”遇上
问题，大家共同面对，“协合”工作是急
诊科一以贯之的工作理念。

秉承“教学相长”理念，陈燕萍带出
了许多业务精强的医务工作者。她说：

“把临床经验传授给学生，学生在成长中
的闪光点也会影响着我们的因材施教，
两者相得益彰。”为了提升业务能力，科
室不断派出多名医务人员到四川华西医

科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北京协和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青岛市立医院等知名
医院进行专科进修学习。科室人员基础
知识扎实，多次在院级竞赛中获奖，护理
团队亦在省、市的护理技能大赛中获奖。

今年11月4日，急诊科接到一位服
剧毒除草剂“百草枯”的患者杨某，在其
丈夫要求放弃治疗并无理取闹的情况
下，急诊科的医生本着医者仁心，耐心给
家属说明百草枯对人体的毒害作用，并
且积极救治患者，不轻言放弃，通过全体
医务人员的施救，44岁的杨某从危急关
头抢救过来。

急诊科的抢救工
作有时也会遇到许多
责难。陈燕萍总是以

温和的态度将事情处理，许多患者和医
生都调侃地称她为“没有脾气的好
人”。当家属情绪稳定后，陈医生还要
对遭受委屈的医生进行心理疏导，消除
负面情绪。

由于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市人民医
院急诊科有效减少了医患矛盾，在工作中
不断进步，改变了过去同行对急诊科轻
视，在群众中逐渐树立起良好的口碑，急
诊科成为为市民服务的民生平台，同行业
中的优秀团队。这一切，始终离不开陈
燕萍这头“领头羊”的倾情付出。

《贵州省国防教育条例》
知识问答
(26)

八、哪一级以上国防教育
工作机构负责国防教育的日常
工作？

答：县以上国防教育工作机
构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国防教育
工作机构和国防教育委员会的
常设办事机构，负责国防教育日
常工作。

九、哪些国家机关行政部门
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国防教育
工作？

答：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国防教
育列入教育工作计划，加强对学校国
防教育的组织、指导和监督，并进行
检查、考核。

文化宣传、新闻出版、广播电影
电视部门应当根据形势和任务需
要，做好国防教育宣传工作。

民政部门应当结合拥军优属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等开展国防教
育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
当结合转业军人安置开展国防教
育工作。在公务员初任培训和其
他相应就业培训中安排国防教育
方面的内容。

国防动员、征兵、国防科研生
产、国民经济动员、人民防空、交通
战备、军事设施保护、学生军训等工
作的主管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开展
国防教育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
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以及其他社会
团体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国防教
育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隽） 近日，关岭
自治县龙潭办事处开展环境集中整
治活动。

该办事处在环境集中整治活动中，
组织相关人员对辖区内21个区域的主
干道、背街小巷进行入户宣传。通过加
大宣传力度，对沿街各经营业户、流动
摊点进行逐一宣传教育，动员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到整治行动中来；对辖区内关
索中心小学，关索中学等学校开展宣

传，形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整治
宣传态势，为整治行动全面开展营造了
良好氛围。

该办事处组建工作组，分步骤分阶
段开展大规模集中整治。规范城区内
店外经营、占道经营、流动摊点、农贸市
场秩序；对落地灯箱广告牌、条幅广告、
乱贴乱画等进行清理；进一步要求沿街
铺面落实“门前三包”，严防乱丢乱扔现
象发生；对流动摊点实行动态管理，多

点巡查，确保道路畅通。
活动中，共清理关岭收费站、坝陵酒

店、关岭汽车站、大岩农贸市场（含公
厕）、万绿城酒店、文化广场、莲花大井农
贸市场、振兴社区等21个区域内的垃圾、
杂草、零星垃圾堆和“野广告”。出动人
员50余人、清理垃圾12车，清理河道
500余米,总共花费1.5万余元。通过集
中整治，建立了长效监管制度，营造了整
洁、优美、有序、和谐的人居环境。

关岭龙潭办事处集中整治环境卫生

镇宁供电局护航
江龙陇西村“农村淘宝”直播

本报讯（郭洪舒 记者 伍水清） 11月11日，镇宁自治县
江龙镇陇西村“农村淘宝”服务站在深圳市阿里巴巴集团举
办的“双11”狂欢节面向全球直播，展现农村电商新风貌。为
保障购物狂欢节供电正常有序，镇宁供电局组织专人全力以
赴做好各项保电工作，确保用电万无一失。

为把保供电任务落到实处，该局在“双11”来临前已提前
进入备战状态，成立特巡小组，制定用电检查和保供电措施，
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电商、物流电力服务工作，主动上门
为农村淘宝服务站“问诊”，详细了解电商用电需求，开通绿
色通道，全方位提供一对一服务，全程跟踪落实，开展安全用
电隐患排查，仔细检查服务站内用电设备、线路，并对供电台
区线路反复巡查，保证稳定可靠供电，做好应急准备，安排专
人随时待命处理突发事故。

据了解，此次江龙镇陇西村是从全国范围内选出来的两
个村之一，在深圳主会场以视频连线方式直播，给在场的600
余家中外媒体晒出了镇宁“农村淘宝”的成绩，秀出农村电商
的淳朴魅力。当天，镇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农村淘宝“电力
十足”。

“案说保密”

擅自卸载、修改涉密信息系统
的安全技术程序、管理程序
[解读]所谓“安全技术程序、管理程序”，是指为确保

涉密信息系统的运行安全、信息安全而安装在涉密信息
系统中，对系统进行安全保密防护的应用程序。安全技
术程序主要包括身份鉴别程序、访问控制程序、主机监
控程序、防病毒程序等。安全管理程序主要包括权限管
理程序、审计管理程序、安全策略管理程序等。

[案例]某知名网络公司工程师边某在参与涉密单位
内网建设过程中，利用承建网络的安全漏洞，修改安全
技术程序，非法侵入一些单位的涉密（或内部）网络，窃
取大量国家秘密和重要情报。事件发生后，边某被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警钟长鸣]擅自卸载、修改涉密信息系统的安全技
术程序、管理程序，将造成涉密信息系统技术防护措施
部分或全部失效，导致技术防护和管控能力下降或丧
失，大大增加泄密风险。 （未完待续）

与时间赛跑 同死神较量
——记省“百优医生”、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陈燕萍

□本报记者 刘现虹 文/图

02最美安顺人

陈燕萍为病人检查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