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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盎然的五月，崇阳县妇幼
保健院迎来了第 107 个 5 · 12”国际
护士节。5月 11日晚 7时许,为抒发
护士们心中爱岗爱院之情，进一步
推动妇幼保健院精神文明建设，凝
心聚力，传递正能量，弘扬南丁格尔
精神,促进妇幼保健院工作全面、协
调、持续发展，展现妇幼保健院健康
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职业风
范，崇阳县妇幼保健院精心筹备了

“唱响春天，我心飞扬”歌唱比赛晚

会活动。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台上表演

者个个精神抖擞，台下观众掌声、欢
呼声此起彼伏。

本次比赛共有 19 个演出曲目，
有开场旗袍秀、独唱、歌舞等，或大
气磅礴、激情澎湃，或清新欢快、催
人奋进，平日里工作一丝不苟的白
衣天使们，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个“真
心英雄”，在“春天的故事”中唱起

“我的中国心”，在“走进新时代”的

同时延续着“天使的风采”……大家
用心诉说着对护士职业的执着，对
医院的深情厚意，对姐妹的美好祝
愿。最后，比赛在《走向复兴》大合
唱中圆满谢幕。

歌声、掌声、笑声。经过激烈的
角逐,王易表演的《枉凝眉》获得第
一名。程星表演的《我爱你 中国》
和沈晓丽表演的《隐形的翅膀》获得
第二名。申利表演的《幸福万年
长》、李斯璐等表演的《阳光总在风

雨后》和谭敏表演的《你》获得第三
名。

崇阳县妇幼保健院院长饶龙泉
说，护士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大部分
时间都在病房，时刻守护着病人，非
常的辛苦，希望借办比赛活动，凝聚
共识，提振精气神，努力发扬南丁格
尔“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在
今后的工作中不忘初心、继续奋斗，
实现妇幼保健院天天向上、天天变
样的新形象、新跨越。

2018年国际护士节主题为“护士，引领的声音——健康是人的权利”

唱响春天 我心飞扬
——崇阳县妇幼保健院“5·12国际护士节”歌唱比赛侧记

特约记者 沈忱 通讯员 王易 申利 图/霍世祥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
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
宝贵之时期也。”近日，借用《新青年》
的名句，蓝色训练营崇阳分营今年策
划的特别活动——“青春大讲堂”在

“五·四”青年节“应景”开讲。
“今天的讲堂上，我要与大家分

享的这个人，他是青年的榜样，他
是青年的知心人，他是青年的引
路人，他就是总书记习近平……”

第一讲的课堂上，崇阳县国税局
团支部书记李雪与大家一起重温
了习总书记和青年人的故事。她
从习近平的青年生活出发，将习
总书记和青年人唠过的知心话娓
娓道来，号召营员们要崇仰理想、
坚定信念，牢记总书记嘱托，忠于
祖国、忠于人民，立鸿鹄志、做奋
斗者，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知行
合一、做实干家。

“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
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
需要奋斗和奉献……”聆听完李雪
精彩的讲课后，崇阳县国税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黄森引用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所说的“金
句”，勉励蓝营青年要大力弘扬五四
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韶
华、筑梦前行，以青春之我、奋斗之
我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

华彩篇章。
据悉，“青春大讲堂”是崇阳县国

税局为加快蓝色训练营青年干部成
长步伐，提升青年干部队伍素质而精
心打造的全新模式，于每月组织两
次，讲课内容包括且不仅限于业务知
识、沟通技巧、经验分享、实践反思
等，由蓝色训练营营员轮流担任主讲
人，定期邀请师傅们参与课堂，年终
评选出“最优主讲人”。

“青春大讲堂”的第一课
通讯员 唐亚群 刘智利

本报讯 特约记者付波、通讯
员申利报道：为了更好地服务群
众，满足百姓健康需求，近日，崇
阳县妇幼保健院举行大型惠民
义诊活动，22 名省市专家坐诊，
为广大患者带来优质的就医体

验。
本次义诊由武汉市医学会妇产科

分会、同济医院党总支联合组织，邀
请了省市22名妇产科专家，现场开展
免费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和病症诊断
服务及专家讲座、手术示范、护理查

房等活动。
此次义诊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

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一大早，闻讯
而来的患者在各科室门口排起了长
队，等待就诊。

在义诊现场，20余名专家针对

大家关心的常见病一一答疑解惑，
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活动
期间，医学博士、同济医院妇产科学
系副主任、产科主任冯玲，为县妇幼
保健院医疗人员进行了专业的医学
讲座。

县妇幼保健院举行大型惠民义诊活动
省市22名专家免费坐诊

湖北省“厕所革命”知识问答(三)
问：农户无害化厕所建设改造

有哪些参考模式？
答：国家已经颁布了“三格化粪

池式、双瓮漏斗式、粪尿分集式、三
联沼气池式、双坑交替式、完整下水
道水冲式”等六种农户无害化厕所
模式，请结合实际进行建设改造。

为便于各市（州）、县（市、区）
推进农户无害化厕所建设改造，省

“厕所革命”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
室已整理汇编“三格化粪池式、双
瓮漏斗式、粪尿分集式、三联沼气
池式、双坑交替式、完整下水道水
冲式”等六种厕所模式，供各地参
考。以后随着各地新的经验模式，
适时推荐发布。

问：2018 年试点主要工作是
如何安排的？

答：经各市（州）推荐，全省
2018 年“厕所革命”20 个试点县

（市、区）已经确定，已对外发布。
试点时间为一年。2018年

12月31日截止。
20个试点县（市、区），结合各

自实际深入开展试点，及时总结调
整，确保2018年全面完成“厕所革
命”任务，并取得一批可复制、易推
广的典型经验。

其它县（市、区），应结合实际，
选取若干乡镇或者村，采取整镇、
整村推进的方式，开展农村“厕所
革命”试点工作。

问:没有纳入试点的县（市、
区）能否得到政策支持?

答：省“厕所革命”支持政策，
实施范围为全省各市（州）、县（市、
区），适用于全省各县（市、区）。省

“厕所革命”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
室坚持“无差别化”原则，支持各地

“厕所革命”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兰水月、特约
记者汪国文报道：根据县易地搬迁
指挥部关于拆旧复垦任务的安排
部署，崇阳县桂花泉镇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全面推进拆
旧复垦任务。截至5月10日，已全
面完成5个村的拆旧复垦任务，完
成率57%。其中桂花村7户，东源
村14户，双港12户，横山19户，龙
飞7户，官庄6户。据了解，工作专
班还将抢抓节假日、早晚班、晴雨
天，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完成未拆除
的三山村19户、仙坪村5户、官庄
村26户，确保5月底前全面完成任
务。

桂花泉镇有易地搬迁户115
户，其中集中安置点共安置33户，
分散安置82户。为及时处理解决
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该镇高度重
视，迅速调整工作专班成员。县易
地搬迁指挥部组织在沙坪镇召开
崇阳县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拆旧
复垦“夏季攻势”现场会后，桂花泉

镇迅速组织镇全体机关干部、各村
支部书记、驻村工作队成员、相关
镇直部门负责人传达学习会议精
神，进一步研究制定拆旧复垦方
案，调整工作专班，由镇政府牵头，
国土所、规划办、各村积极配合，明
确责任做到底数清、安排准、有督
促、有落实，从而为全面按时完成
拆旧复垦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同时，该镇结合实际，进一步
完善拆旧复垦办法。提前发放登
记表，详细记载贫困户户主姓名、
家庭住址、可拆面积以及可复垦
面积，并在国土所登记的地图上
标注好可复垦图斑号。经户主签
字按手印后，镇工作专班结合实
际，积极创新，分三类办法进行拆
旧复垦：即可拆除的直接进行拆
旧复垦；，不可拆除的，但具备置
换条件的，通过签订置换协议书
进行拆除；既不可直接拆除，又不
具备置换条件的，用人工进行直
接拆除。

桂花泉镇

全面推进拆旧复垦工作

旅游公厕 加快建设
5月14日，在幕阜山生态旅游

公路崇阳县铜钟乡佛岭段，一座设
计新颖的旅游公厕正在抓紧建设，
一层已封顶，建者正忙碌安装斜屋
面模板。

据了解，2018年，崇阳将新建

改建县乡村三级公共厕所293个，
交通厕所17座，旅游厕所33座，农
户无害化卫生厕所 21860 个。目
前，崇阳“厕所革命”工程建设正如
火如荼地推进。 特约记者 徐
功频 通讯员 舒怀 摄

本报讯 通讯员王良民、特约记者汪国文报道：今年以
来，崇阳县民政局坚持“便民、利民、惠民”服务理念，以打造

“四个之家”为抓手，倡导文明健康节俭的生活方式，引导扶
危济困的良好风尚，争创省级文明单位。

该局倡导婚丧嫁娶新风尚，打造文明健康之家。通
过开设宣传栏、展示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电子显示
屏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婚姻法律法规知识，引导青年
树立节俭文明观念，积极举办简约、高雅、文明、健康婚
礼。加强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老
年人创造适合他们养老的生活空间，形成养老、孝老、尊
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尚。简化治丧仪式，破除殡葬陈
规陋习，推行树葬、花葬、草坪葬等生态葬法。提倡开展
鲜花祭祀、网上祭祀、社区公祭、家庭“追思会”等绿色祭
祀活动，告别祭祀陋习，倡导文明新风。

组织志愿服务唤起爱心，打造慈善之家。该局广泛宣
传扶贫济困的慈善典型和凡人善举,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人
人向善、人人为善、乐善好施的良好慈善氛围。加快推进精
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探索规范慈善超市建设，提高残疾人
补贴标准，扩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覆盖面。支持引导社
会组织、社工专业人才和志愿者参与脱贫攻坚等社会事业，
汇聚慈善力量，共筑幸福家园。

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打造互助之家。该局把社区
治理作为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突出社区党组织的
核心作用、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社区服务站的承接功
能，强化社区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工作合力。增强“自
家人”的主体性、“单位人”的融入性、“帮扶人”的带动性、

“外来人”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
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打造安全之家。该局充分利
用国家安全日、国防震减灾日等特殊节点，开展防灾救
灾宣传工作，全面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防自救能
力。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积极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鼓励、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进一步扩大农房保险覆盖范围。加强防灾减灾宣
传演练，加大救灾物资储备，推进市级自然灾害救助信
息指挥平台和市级北斗报灾系统建设，做好突发自然灾
害应急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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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沈二民报道：
创建全省卫生城市复查的效果如何？
继崇阳县成功创建全省文明城市，全
国园林城市后，今年6月中旬，该县即
将接受由省政府的专家组复核验收。

县政府副县长刘秋芬说，“省级卫
生县城”包括爱国卫生、健康教育、环
境卫生、食品安全、传染病防治等十
项内容，是一个地方社会管理能力、
城市形象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充分
体现，也是一个地方“三个文明”建设

成果的具体体现，更是评价一个地方
文明程度的标志性荣誉。

为此，该县专门下发了《崇阳县省
级卫生县城复核验收成员单位职责》
文件，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形成街前
街后、大街小巷、室内室外、院内院
外、城内城外一起抓的工作格局，着
力抓好“门前五包”和单位责任区域
的环境卫生。

接着，由县创卫办牵头，组织县城
管执法局、县工商局、县食药监局、县

交警大队等单位执法人员开展联合
执法检查。重点整治出店经营、占道
经营、车辆乱停乱放、小广告、牛皮癣
等违法现象。县市场管理中心、食药
监局、工商局等部门则开展城东、城
南、城北、城西市场经营秩序综合整
治工作，确保市场内外环境卫生、干
净、整洁，经营规范，无出店经营、无
流动摊贩。天城镇政府、县住建局、
环卫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和单位要
联合开展执法整治。重点整治城区

种菜、建筑工地垃圾，确保城区无种
菜现象、无建筑垃圾存在。

该县还着力完善“六小”（小餐饮
店、小理发店、小歌厅、小浴室、小食
品经营店、小旅店）行业“四防”（防
蝇、防鼠、防蚊、防蟑螂）设施。同时，
县卫计局加强病媒生物防制技术指
导，备足备齐消杀药品，安装足量的
毒鼠站，组织开展城区除“四害”工
作，确保城区“四害”密度达到国家要
求。 （详见第四版）

崇阳擂响省级创卫复查迎检战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