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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改良、拿专利，
写论文、做推广……

在平凡中坚守爱，
这些护士有绝活
本报讯 5 月 12 日，来自东方肝
胆、瑞金北院、区中心医院、南翔医院
等单位的 10 位护士长、护理部主任，
在上海保利大剧院的舞台上接受了
2017 年度嘉定区“十佳护士”集体表
彰。护士节的热闹褪去后，
聚光灯下的
她们又回到了平凡的日常工作中。
“以前挂个点滴要排 3 次队，起码
1 小时，现在只要一张磁卡 5 分钟就能
挂上，太方便了！
”听到病人的夸赞，
正
在门诊巡视的丰青微微一笑。
丰青是瑞金医院北院护理部主
任，已有 20 余年三甲医院急危重症患
者护理工作经验。2011 年，家住市中
心区的她第一次乘坐公交、单程花了
2 小时来到嘉定时，北院还只是一个

毛胚。丰青跟随第一批管理派驻人员
从 瑞 金 医 院 总 院 调 任 嘉 定“ 白 手 起
家”
。
一改传统观念中“辅助者”的形
象，丰青积极参与了早期北院图纸设
计、基础工程建设、内部流程设计、医
院开办、开张运营等一系列工作。
“门
诊输液服务预约制”就是由丰青提出
的一项针对内部流程优化措施，成了
瑞金北院的“独家原创”便民服务。此
外，
瑞金医院北院半自动便器冲洗机、
床头抬高标尺、护士帽收纳架等护理
用具的改良，也都出自丰青和她的团
队之手。这些“小发明”在临床使用后
效果显著，
已成功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如今在大部分新建医院投入使用。

“现在护理学科已经成为一门独
立的一级学科，护士们不仅是执行医
嘱，
还要有创新和服务意识，
善于在工
作中发现问题，想办法优化解决。”丰
青说。现在，
她还承担着多项市级课题
项目，多篇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
西医护理有创新者，中医领域同
样有传承者。当年误打误撞考入中医
护理专业的王晔林，不知不觉已经在
嘉定中医医院工作了 30 年。从基层临
床到管理岗位，如今的她致力于推广
中医护理技术，
不仅承担了本院工作，
还让中医护理技术走入了 13 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王晔林告诉记者，
初入岗位时，她
从事的其实是西医护理相关工作，当

时的医院并未推行中医护理。具备西
医实践和中医理论的双重背景让她更
具包容并蓄的眼光，
在她看来，
中西医
护理技术各有所长。
“长期输液的患者
容易得静脉炎，西医可采用 PICC 置
管，
侧重事后康复，中医护理则可以在
事前通过外敷提前预防，不仅可以减
少西医治疗引起的不良反应，还可以
根据个人体质，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
案。
对慢性病有很好的效果。
”目前，
嘉
定中医医院实行中西医护理并举，成
了该院的一大特色。
但推广中医护理技术远比想象中
来得困难。生源稀缺是最让王晔林头
疼的事。
王晔林介绍，每年前来应聘的
毕业生仍然由西医护理专业背景为

主，中医护理专业学生仅占 1/20。许
多西医背景的学生不得不从零开始，
重新学习中医相关理论，相对抽象和
晦涩的中医学理论成了拦路虎。
为此，
医院与上海中医药大学达成协议，针
对新入院的护士，进行 100 学时的中
医基础知识培训。
如今，嘉定中医医院西医院校毕
业的护士基本都能掌握中医护理知
识，
并配合运用到临床。
医院对住院患
者的中医护理技术开展率也从无到
有，目前已达 85%，中医护理方案开展
率达 92%。
“中医护理对提升全民健康
水平和素养意义深远，希望把中医护
理的技术传承、创新、发扬下去。
”王晔
林说。
记者 赵一苇

企业助力启良明强奖励基金
本报讯 5 月 8 日，
“爱溯秋霞，梦
筑启良”启良明强奖励基金捐赠签约
仪式在秋霞圃举行。副区长王浩出席
活动。
民盟嘉定企业家联谊会、上海勇
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分别向启良明强
奖励基金捐赠 120 万元和 30 万元，加
上前期由上海嘉定国信企业管理咨询
集团有限公司捐赠的 100 万元，启良
明强奖励基金累计募集资金 250 万

元，
将设立“民盟浦泳教育奖”
“国信优
秀导师奖”
“ 建腾-显达优秀教师奖”
“勇盛优秀学子奖”等项目，用于奖励
启良中学优秀师生，
推动学校发展。
今年是上海中考改革的启动之
年，百年老校启良中学积极寻求突破
发展瓶颈的路径，从“开启融合办学新
征程，成立学校理事会”，到“开门办
学，设立启良明强奖励基金”，融入教
改的洪流中。
记者 李华成

团区委六届六次全会召开
本报讯 5 月 10 日，共青团嘉定
区委召开第六届六次全会，传达市第
十五次团代会精神，明确下阶段工作
方向。
会议从坚定信念、使命担当、追求
卓越、改革攻坚四个方面解读了市第
十五次团代会精神，对标区委和团市
委的重点工作，思考嘉定共青团能做
些什么，提出了思想引领、社区治理、

创新创业、四大品牌四个关键词。
下阶
段，
嘉定共青团将聚焦“思想引领”
，在
抓整合和抓转化上发力；
聚焦“社区治
理”，在拓宽青年参与渠道上发力；聚
焦“创新创业”
，
在搭建平台、精准服务
上发力；聚焦“四大品牌”
，
在提升嘉定
共青团品牌力上发力。
会上，部分市团代会代表交流发
言。
记者 赵一苇

专项治理扶贫帮困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关于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
讲话和批示精神，
根据市纪委要求，
嘉
定将开展 2018 年至 2020 年扶贫帮困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此次专项治理主要针对社会救助
资金、农业帮扶资金（含惠农资金）和
对口支援援助资金等三类资金。治理
重点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各级党委、
政府履行主体责任不力，贯彻落实中
央、市委、区委有关扶贫帮困等决策部
署态度不坚决、工作不扎实、敷衍应付
等问题；扶贫帮困主管部门以及财政、
民政、农委等相关职能部门扶贫帮困、
惠农政策、项目、资金等信息不公开、
不透明，在扶贫帮困工作中履责不力、
监管不严、推诿扯皮，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纪检监察组织履行监
督责任不力，对存在问题应发现而未

“下田浇水，选择农具，咏唱钱家家训，赚取外冈币，再和农户做买卖……”5 月 12 日，外冈镇举办“带着爸爸去种田”活
动，36 个孩子在外冈镇美丽乡村周泾村，体验了一把“小鬼当家”的乐趣。据介绍，此次活动共分 3 场，共有来自全市的 100
组家庭参与其中，
开展体力和脑力的比赛，
让生长在城市的孩子走进农村，贴近自然，
感受乡村特色。
记者 李华成/摄

小提琴家祖克曼来疁演出

发现，以及发现后不处置不报告，
惩治
腐败和作风问题宽松软等问题。二是
扶贫帮困领域违纪问题。重点治理扶
贫帮困领域贪污侵占、行贿受贿、虚报
冒领、截留私分、挥霍浪费、吃拿卡要、
优亲厚友等突出问题，
低保名额分配、
民生资金发放等环节违规操作、滥用
职权、以权谋私问题，向民生低保、对
口帮扶以及涉农资金动脑筋、伸黑手
等问题。三是在扶贫帮困、民生资金分
配、对口支援等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弄虚作假，扶贫帮困效果不明
显、不精准等问题。
此次专项治理接受社会监督和投
诉，
及时处理举报问题，
并依纪依法认
真查处。举报电话：12388、69989500，
举报受理时间：9:00-17:00（工作日）。
同时，群众也可来信举报，地址：上海
市嘉定区马陆镇大治路 588 号，邮编：
201800。
通讯员 嘉吉

本报讯 5 月 9 日，以色列著名小
提琴家祖克曼随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
亮相上海保利大剧院，为嘉定市民带
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当晚，祖克曼及乐队带来了拉威
尔的《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莫
扎特的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等多
首世界著名乐曲。
“ 以前看过他的演
出，
不过都是在电视上。
这次近距离聆

听了大师的现场演奏，特别震撼。”小
提琴爱好者张晓华对当晚演出赞赏有
加。
据悉，1948 年出生的祖克曼，8 岁
考入特拉维夫音乐学院并学习小提
琴。1968-1969 年，经过一系列演出后
开始成名。1983 年，祖克曼被美国总
统里根授予艺术奖章。
记者 冉涛 通讯员 郝祎楠

简讯
四社区联盟共享资源
本报讯 5 月 12 日，嘉定新城（马
陆镇）马陆社区、白银社区、希望社区、
陆家社区结成“4S 社区联盟体”。这也
就意味着，今后四个社区将实现文化
信息、场地资源、活动平台人员队伍共
享。
目前，四个社区已共享电子文化菜
单。
通讯员 印玲

门诊大厅音乐会献爱孕妈妈
本报讯 人来人往的门诊大厅变
身音乐厅，演奏师们为准妈妈深情演
绎精彩的曲目，提前送上母亲节的祝
福。5 月 10 日，由嘉定区妇幼保健院主
办的“春之歌·母爱序曲”母亲节专场
音乐会，
吸引了众多准爸爸、准妈妈们
驻足观看。
活动中，钢琴、小提琴轮番演绎，

美妙的旋律成了准爸爸、准妈妈和宝
宝之间共鸣的纽带。
“肚子里的宝宝在
美妙的音乐中动了好几次！”怀孕 21
周的准妈妈周小姐笑着说。作为医院
的公益服务品牌项目，该活动已连续
举办四届。
今年的音乐会，院方还邀请
了嘉定新城（马陆镇）白银社区的志愿
者和华二初级中学的学生一同参演。

现代医学证明，科学的胎教音乐
可让母亲与胎儿同时受益。优美的音
乐让孕妈妈保持良好的情绪，帮助她
们孕育出更健康、聪慧的宝宝，同时也
能促进胎儿感觉神经和大脑皮层的发
育，使其各种感觉器官发育得更加完
善，为出生后的早期教育奠定良好基
础。
记者 唐敏

生态环境部“清废行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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