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活不到30头
小头鼠海豚求“保护”

全世界目前仅存活不到30头！这一令人心惊的数字，
就是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的
小头鼠海豚的生存现状。

小头鼠海豚学名加湾鼠海豚，全世界分布范围极小，仅
生存于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上游海域。成年小头鼠海豚体
长不超过1.5米，重量在30至35公斤之间，是世界上体型
最小的鲸目动物。统计显示，近20年来，小头鼠海豚数量
锐减，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很可能一两年内就将
遭遇彻底灭绝的厄运。

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产丰富，非法捕捞现象非常严
重。小头鼠海豚因体型短小，极易被当地渔民普遍使用的
刺网缠绕误伤，导致窒息死亡。墨西哥环境部日前宣布，将
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大对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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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多以来，嘉鱼县鱼岳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按照上级

纪委的统一安排部署，为进一步推动卫生
计生政风行风建设，针对“电视问政”反映的基
层卫生计生单位在健康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迅速行动，召开专题会议，制定方案，
自查自究，拿出过硬措施，针对问政提出的问
题，积极整改，重塑基层卫生新形象。

正视问题，强化管理
针对“电视问政”节目暴露的问题和各科

室平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鱼岳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成立了整改督导领导小组，由中心主任任
组长、副主任为副组长，各责任科室负责人为
成员。整改督导专班及时查摆问题，并明确整
改责任领导和责任科室。责任领导要对自己
分管业务和分管科室中存在的问题引起高度
重视，迅速召集各责任科室进行专题研究，并
将责任分解到科室、到各服务站、到个人。

鱼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存在为死人体检
服务的事件。现经核查中心在为65岁以上老
年人开展体检服务过程中，存在不认真履行职
责，审查不严、核查不力、服务不到位，未能及
时掌握体检服务对象的变化情况等，中心班子
成员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切实履行
责任人的职责，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在有限
的时间内，一项一项抓整改，一件一件抓落实；
注重实效。切实抓好健康精准扶贫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国家
相关惠农政策，争取让人民群众获得满意；加

强督办。明确责任科室、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加强督办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认真研究解
决；严肃问责。对电视问政暴露的问题进行进
行彻底来查，坚持“谁的问题、谁负责”、“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严肃追究责任，对违纪违
法的的事件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建立长效机
制，扎实推进基层卫生系统政风行风建设。

自我加压，措施过硬
针对“电视问政”暴露的问题和各科室平

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整改督导专班要及时查
摆问题。中心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完善相关制
度，明确整改措施，细化整改任务，建立问题整
改台帐制和销号制。对违纪违规问题，及时上
报局纪检组、监察室，对问题隐瞒不报的一经
查实要追究责任。

及时将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公开，接受社会
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主动听取整改意见和
建议。对新反映和新发现的问题也要一并整
改。

中心对整改情况将及时跟进，加大宣传力
度，加大检查力度，强化督办，对限期整改不到

位的科室，将对负责人进行问责任，对违纪违
规的人和事将上报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处
理。

落到实处，务求实效
面对问题，该中心积极行动，鱼岳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在一周内进行
调查核实，迅速整改到位，并在中心进行通报，
涉及工作人员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将上报县卫
计局纪检监察部门。

落实措施，在全镇范围内对 2010 年至
2016年为老年人体检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广泛
宣传发动，营造有利于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良
好氛围，协调相关执法部门积极参与、形成合
力，进行综合治理；规范服务，实事求是地开展
各项服务工作；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实行和
完善考核制度，找准治本措施，建立长效机
制。坚持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开展的健康教
育方式有：健康教育讲座、社区课堂、宣传栏、
印制各种健康折页、宣传资料等，还通过嘉鱼
电视台、电信嘉鱼分公司的户外大彩屏等各种
宣传途径扎扎实实开展了卫生健康知识宣传。

组织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人群到中心召
开健康宣教会，安排公卫及妇产科医务人员到
樱花、茶庵、北街等社区开展妇科及其他健康
知识讲座；中心每年对本部、各服务站、村卫生
室更换宣传栏6次60余份，健康知识宣传讲座
40次，公共咨询10次，发放健康折页、健康处
方等宣传资料3万余份，今年上半年在为65岁
老年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时发放限量油杯
3000余只，中心还投入6万元与电信嘉鱼分公
司签订半年的户外彩屏播放公卫宣传片；同时
通过U盘下载健康教育宣传片在中心本部、各
服务站、村卫生室进行循环播放。经过历年的
不断努力，不但提高了辖区居民的知晓率，还
大幅度的增进了辖区居民的健康意识。

优化服务，利民惠民
面对咸宁电视问政暴露的问题,该中心积

极面对，根据大数据提供的线索，制定整改方
案，开展专项整治，以更好的作风、更大的担
当、更实的成效，推动鱼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工作的发展。在平时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立足社区开展好十三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鱼岳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目前下辖五个社区二个村卫生室，即：东街、
西街、南街、北街、梁家山社区；南门湖村、陆码
石矶联合村卫生室，服务人口约7万余人。

截止目前累计为辖区居民建立纸质档案
57877人份，电子建档57877人份；其中新建
7008人份；开展大型健康知识讲座12场次，
1－12月份 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4570
人；管理高血压患者3120人，随访8279人次；
管理Ⅱ型糖尿病病人820人，随访2205人次；
管理重性精神病病人199人，随访701人次，孕
产妇规范建档585人，产前访视641人次，产后
访视680人次，五苗接种率均达99%以上；发
现传染病28例，报告28例，无迟报，漏报。开
展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4177人次。

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是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鱼
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度重视这项惠民利民
工作，组织具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医务人员与公
共卫生人员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医务人员分阶段、有计划的深入到鱼岳镇
各个行政村、社区有序地开展宣传、体检工
作。让行动不便、年事已高和身体欠佳的老人
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医院优质的医疗保健服
务。体检项目主要包括常规体格检查、血常
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空腹血糖、血脂、
心电图检测、腹部B超以及中医体质辩识和健
康状况评估等内容。

（童德敏 刘慧荣 周凌峰）

积极整改谱新篇
——鱼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进服务树形象

在美丽的温泉河畔，耸立着一所耳熟
能详的学校——咸宁市实验小学。每每
提起她的名字，就有一种道不清的激情和
感动。二十多年来，我从一个热情奔放的
小伙成长成一名两鬓突现白发的教育者，
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倾注在这片我为之
奋斗着的土地，这块我成长的土地。可以
说，我见证了她的成就与辉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这所学校实
习了半个月，注定我与她有着一生的缘，
这种缘，也改变了我的一生。在同学眼
中，我是个幸运儿，作为佼佼者被分到了
众人向往的市级重点小学。这种缘，的确
让我兴奋不已。我在窃喜之余更多的是
憧憬自己的未来。当我一个人漫步于校
园，独自感受校园的清新，体味它的点点
变化的时候，你很难感受我心中溅起的层
层涟漪。

在时间的匆匆流逝中，学校从一个只
有排排平房小屋发展到高楼林立，教学
楼、科技馆、综合楼一应俱全的园林式现

代化学校。走在林荫小径上，不时会有稚
嫩孩子传来的一声声问候，就连树上的小
鸟也悠闲自在落在草坪上踱来踱去，一点
也不畏惧人们的接近。

几代实小人的不懈努力，如今的学
校，早已敢叫日月换新天了。走进崭新
的校园，你不禁会被宏大气派的新校门
所惊叹：东大门的建成，《中国梦》、《不记
初心 牢记使命》、《三大文化系列》文化
墙建设彰显新时代气息，全新的教学楼
分成了正德楼、雅行楼、求思楼、博爱楼，
其中内涵体现着学校历届领导班子的智
慧与追求。

校园中心花坛屹立着静抚学生手持
教本的青年教师塑像，聆听着学校不断发
展的号角，这审时度势的号角吹响了学校
发展的序曲。听学校的老教师说这婷婷
玉立的少女塑像是根据甘老师的靓影雕
塑而成，从她那乌溜溜的眼睛可以想像出
甘老师青年时期对教育事业充满了热爱
和执着。而今看她鹤发红颜，满面慈祥，

额头的皱纹写满了人生的智慧与艰辛。
她的年龄与我相比也不算大，但我从她身
上，却能看到这一代人为了学校的发展所
作出的无私奉献和对学生博大的关爱，也
就是凭着这份执着，她同其它教师一样，
在平凡的事业中用青春与热情谱写了一
个教师的壮丽诗篇。

环境是教育的隐性因素，学校各种
别具匠心的特色建造正是体现学校育人
环境、努力创立校园文化的有益尝试。
为了营造清新的校园氛围，学校将校园
的各个角落整修得和谐而别致。这种独
特的视角是学校领导者的智慧结晶，更
是这个强有力的教师群体风范的浓浓真
情写照，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积淀与坦
然。

德育教育是学校的一面旗帜。我特
别欣慰的是在这篇叹为观止的的篇章中
留下了我成长和奉献的足迹。也许在我
的学生眼中，很难再现昔日的种种波澜壮
阔的活动景象，但从第一届十佳少先队员

到现在的二十几届十佳少先队员评选中
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中，无一不感受到学校
为他们从小营造的榜样教育的足迹，正是
这种榜样教育贯穿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全
过程，而一届又一届的星级学生成为了这
种教育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从中学会
了怎样做人、怎样待人。在他们的背后，
是无数德育工作者汗水的浇灌，是无数教
师课堂上的热情鼓励。

而今，我已经迈入了不惑之年，但对
学校的的这份情感依然久久不能褪去，因
为我们孕育的祖国花朵正悄然绽放，正在
为祖国的强盛添砖加瓦，为中国梦、强国
梦而放飞梦想。我相信我们这所被誉为

“鄂南一把金钥匙”的学校必将从灿烂走
向辉煌。

我成长的这片土地
○ 刘安平

目前仅有550个地球人进入过太空，他们进入太空时年龄最小的26岁，最大的78岁——

你适合上太空吗

还有一些与人体感觉相关的考验。
首先，在发射后的一小段时间里，

“你的背部会感受到非常大的力量”
“应该是人类所承受过的最大的力量
了”，这是克莱瓦的经验之谈。

而后航天器引擎熄火，“你进入了
失重状态”“感觉自己像有了魔法或者
超能力”。

再然后，你就可以回望地球，尽情
被她的美感动。“几分钟内你就能从沙
漠走向大洋，你会流眼泪的，就算是世
界上最强悍的男人和女人。”说到这
儿，克莱瓦几乎就要变得和谢赫一样
激动。

感动之余，你的身体会经历一些
变化，包括骨骼、肌肉、泌尿系统、消化

系统、心血管系统、视觉系统、前庭系
统、免疫系统等。

这些变化显然会对人的身体造成
影响，以至于时隔11年之后，谢赫还
喊：“我返回时非常虚弱，胳膊抬不起
来，手指也抬不起来！第二天醒来我
分不清哪儿是天花板，哪儿是地板，我
连走路都不会了。”

“你需要非常非常健康，非常非常
强壮才行。”这是谢赫给有志成为航天
员的朋友们最忠实的建议。

（本报综合）

前不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杨利伟宣布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

员的选拔工作，这批人员未来将加入我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此次选拔不仅

面向空军飞行员，也针对社会工作中的不同领域开放。

据统计，截至目前，仅有约550个地球人进入过太空，他们来自36个国

家和地区，进入太空时年龄最小的26岁，最大的78岁。

如果把航天员看作一种职业的话，什么人适合这一行？下面来看看几位

外国航天员前辈给出的答案。

航天员的定义非常宽泛——以太空
飞行为职业或进入过太空的人，而其具
体工作内容和形式则千变万化。

例如，执行过3次航天飞行任务的法
国航天员让·弗朗索瓦·安德烈·克莱瓦，
1994搭乘“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第一
次进入太空的任务是“纯科学”的——利
用机械臂释放一颗大气研究卫星；而他
在1997年的第二次飞行任务中管理超过
20项实验，并且操作对接系统让美国航
空航天局的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空
间站对接；第三次，他搭乘发现号航天飞
机前往太空的目的是维修哈勃望远镜。
甚至，俄罗斯航天员奥列格·科托夫2013
年在执行国际空间站的考察任务时，还
首次进行了奥运火炬的太空传递。

由此可见，航天员工作万变不离其宗
的特点为——进入太空，且极具挑战性。

因此，强烈的想成为航天员的意愿
是从事这一职业的前提。

航天员又被比喻成“地球使者”。支
撑这一群体永远乐于战胜挑战的更大动
力是，作为国家实力的代表、人类的先驱
展示和传承进取精神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这一规律在世界第一个航天员尤
里·加加林身上就早有印证。

俄罗斯航天员尤里·巴图林说，苏联
选拔第一位航天员时，世界第一艘载人
航天飞船的总设计师问所有人：“大家想
上天吗？”加加林回答说，一听到这个消
息自己穿上鞋就从村子里赶过来了。

随后，加加林成了整个地球的英雄。

▲1 强烈的探索欲、使命感、荣誉感

成为“地球使者”绝非易事，他们
需要有足以与意愿相匹配的能力。

航天员普遍至少是双语人才，最
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和俄语，如今汉语
也加入这一体系中。

此外，精深的专业背景是入选航
天员的必备条件，理工科专业背景较
为常见。

前“地球使者”中，巴图林是俄罗
斯科学院院士，科托夫毕业于军医学
院，克莱瓦早年从事自动驾驶系统工
作，来自罗马尼亚的航天员杜米特鲁·
道瑞恩·普鲁纳有航天工程学学位，来
自马来西亚的航天员谢赫·穆扎哈尔
身兼两职——整形外科医生和马来西
亚国立大学航天科技研究所研究员。

而当下的航天员背景呈现出了进
一步的多样性。中国正在进行的第三
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将把航空航天工
程技术和科研人员纳入考虑。

然而，拥有足够好的专业背景也
仅是迈向太空的一小步。若想大踏步
地前进，不管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你

都得是把“硬骨头”。
太空飞行是一份很冒险的工作。

“我们先给家人买保险，去律师那儿写
好遗嘱。”克莱瓦说，“当我走向发射台
的时候非常镇定和宁静，因为我已经
把所有需要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但对于业余选手谢赫来说，事情
要严重许多。他从11435人中脱颖而
出，2007年被选为马来西亚首位航天
员，在太空中度过了11天。

他说：“我们在俄罗斯接受了一年
的训练。被放在旋转椅上飞快地转，
被放在狭窄的舱室里，被放在高速运
行的离心机里……这不仅是体力的考
验，还有毅力的考验。我们被送到零
下35到40摄氏度的地方, 我们要适
应这里的寒冷……”

一长串极限体验过后，谢赫总结
说：“我发现世界各地的航天员态度都
特别积极。他们无所畏惧，为了进入
太空他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可以克
服！”可见航天员所承受的生理和心理
考验让人终身难忘。

▲2 精深的专业背景，真正的“硬骨头”

▲3 非同寻常的考验

天旱无雨
亚马逊森林为啥更绿了

亚马逊森林2005年和2010年遭遇两次大规模干旱。
这两年，卫星影像显示森林更绿了，而站点观测却是很多树
死了。该观测结果引发了国际上长达10多年的争论。18
日，记者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获悉，该校刘毅教授带领的国
际合作团队研究发现，干旱期间，亚马逊森林经历了一个

“先变绿然后变黄”的过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亚马逊森林对区域及全球

的水循环、碳循环和能量平衡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但对亚
马逊森林的两次观测结果，国际上存在一个长达10多年的争
论：干旱期间森林变绿和树木死亡率上升为何会同时存在。

刘毅教授利用其团队研发的基于微波卫星观测的植被
数据，并结合来自不同卫星的多种生态水文观测资料，对亚
马逊地区的水文、气象和植被状况做了系统的分析。分析
发现，随着干旱的进一步加剧，土壤中的水分不断减少，同
时森林冠层温度急剧增加。缺水和高温的共同作用下，导
致森林叶子枯萎变黄和树木死亡率增加。所以，在2005年
和2010年干旱期间，亚马逊森林经历了一个“先变绿然后
变黄”的过程，而不是单一的只变绿或者只变黄的过程。

这只鲸鲨
完成世界最长距离迁移

据外媒报道，一只名叫Anne的鲸鲨横跨太平洋1200
英里（约合1931.21公里），进行了有史以来最长距离的迁
移旅程。

科学家发现，为逃避追捕，这只被做了标记的鲸鲨在进
入深海处消失了。过了235天后，它又在夏威夷南部再次
浮出水面。接着，鲸鲨又游到了马里亚纳海沟——一座位
于海平面以下近1.1万米的地表最深处的海底峡谷。

这是第一次有证可考的迁移旅程，记录了最大活鱼类
物种横跨太平洋的整个迁徙路线。 （本报综合）

给你一把金钥匙
市实验小学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