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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射阳大闸蟹苗

戴勇简介院
戴勇，1959 年 7 月出生于射阳县海河

镇，副师职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72 医
院检验病理科主任。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三
等功两次，并先后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两
次、四等奖一次。

我的少年时代虽然家境窘困袁但在年幼
的我看来过得并不辛苦遥 作为家里的老幺袁
本应受到更多的重视袁但是家里的情况不允
许我享受任何的娇宠袁却也因此促成我独立
坚强的个性遥我的额头一侧至今仍留有一个
清晰的疤痕袁那时年少莽撞袁不知河水深浅
硬是扎了个猛子袁撞破了头留下了伤疤遥 如
今重提旧事袁少了分羞愧袁却多了分自豪遥

在海河学校里袁我第一次受到了知识的
熏陶袁开启了奋而读书的青葱岁月遥 刘艾和
校长尧陈恩怀老师及各位老师袁成为我学习

和生活的启蒙袁使愚笨的我得以钻进勤奋求
学的海洋遥 老师的教诲和同学的帮助袁是我
这一生宝贵的财富遥

1974年冬袁我进入陈洋医院学习遥 在那
之前袁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走上从医之路遥 追
根溯源袁是受一位被邻里称为野神医冶的老医
生的启发遥 虽然他并非科班出身袁但是多亏
当年先生的几副中药袁我才从一场大病中死
里逃生遥 因此袁先生治病救人的医德和高超
的医术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后来的从医之
路遥

两年之后的初春袁 我成为一名军人袁同
样坚持我的专业袁工作经验的累积和领导同
事的褒奖袁让我有了继续学习的动力遥 时至
今日袁我为自己曾是解放军中的一员而感到
自豪袁作为部队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袁我的本
职工作更增添了一份荣耀袁我的工作也因为

军装有了新的色彩遥
在人才辈出的部队医院袁 我深知自己才

疏学浅袁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袁始终坚持不懈地
参加学习和实践袁 先后三次进入北京军医学
校尧天津医学院和解放军第二军医大袁系统地
学习专业理论及医疗管理方面的知识袁 丰富
医学理论基础遥 1981年袁我有幸加入了举世
闻名的引滦入津医疗队及抗震救灾医疗队袁
荣立三等功两次袁 并多次参加部队医院的临
床实践袁练就了过硬的技能遥其后又陆续在专
业医学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袁 逐步取
得一些成绩和经验遥 但是我也深知自己仍然
是井底之蛙袁只有放宽眼界袁脚踏实地的学习
和钻研袁才能分享更广阔的天空遥

经过 10年的求学和临床实践袁 我成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72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袁
在专业领域小有成就遥 长时间的繁忙工作袁

很难顾及家人袁难得回一次老家袁成为我心
头的念想遥 于是袁一有时间便和分散在全国
各地的亲戚叙说心情袁几个哥哥也同样的思
乡心切袁留在老家的亲人更是盼着我们回归
故土遥2005年的春节袁我带着家人回家过年袁
女儿第一次回到家乡遥从小在北方城市长大
的她袁一点都不习惯南方的冬天袁和亲朋好
友间也生疏许多袁这多少令我有些失望遥 心
底总想着女儿能和我有同样的乡情袁因为这
里毕竟也是她的故乡遥但是我对家乡的回忆
是无法灌输给下一代的袁我的感情寄托在这
里袁而她的感情却寄托在她生长的地方遥

女儿经常在填写家庭背景的调查表格
时困惑于祖籍一栏遥 从她懂事起袁她就知道
这一栏要填江苏袁但是她自己也不甚清楚江
苏那么大袁哪里才是她的家乡遥 我很悲哀这
样一群没有根的后代袁他们的父辈或祖辈少
小离家袁在异地驰骋立业袁他们于是成为一
代代有祖籍却没有故乡的人遥中国人骨子里
极为重视回归的观念袁 游子终有一天要回
家袁然而他们的野家冶在哪里呢钥

对于我的家庭袁 我想这是我的责任袁我
希望女儿了解我们的故乡袁却并不是通过言
语上的教诲遥 渊下转二版冤

梦萦故乡
中国人民解放军 272医院病理科主任 戴勇

天南地北射阳人

野病人胳膊骨折加
外伤出血袁需要用手指
在伤口上方 渊近心端冤
的动脉压迫点上袁用力
将动脉血管压在骨骼
上袁中断血液流通达到
止血目的遥 冶县人民医
院护士许海丹一手紧
紧压住病人出血处袁另
一手麻利准确地用纱
布包扎伤口袁野为避免
骨折端在搬运病人时
移动损伤组织尧 血管尧
神经或内脏袁还需要用
夹板把骨折的肢体轻
轻固定起来袁再立即迅
速运往医院进行下一
步救治遥 冶

近日袁一场模拟真
人急救的青年护士护
理技能操作竞赛,在县
人民医院会议室内紧
张而有序地进行着遥比
赛现场袁评委们严肃认
真尧公平公正袁台下观
摩群众更是全神贯注袁
整个大赛散发着强烈
的野实战味冶遥

野心肺复苏是一项
基本急救技能袁也是我
们每个医护人员必须
掌握的技能之一遥参加
这个活动袁可以检验我们在心肺复苏急救这
块是否存在不足袁 有利于提高我们急救能
力袁使我们以更专业的技能去营救更多的病
人遥 冶等待比赛的消化呼吸科护士王翠告诉
我们遥 说完袁她又正认真复习实施心肺复苏
注意的要点遥

据悉袁此次比赛是为庆祝 5.12 国际护士
节袁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袁提高青年护士的临
床实践能力袁由县人民医院举办袁设有理论
测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部分袁怨缘名护士选手
参加了这次比赛遥

野比赛过程有点紧张袁看来我还要再加
强锻炼袁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拯救病人时出现
丝毫闪失遥 冶野嗯袁确实袁真的需要加强训练袁
更熟练地掌握急救技能遥 冶记者循声望去袁几
位比赛完的护理人员正交流经验袁探讨如何
提升自己的急救能力遥

野虽然这只是一次模拟急救比赛袁但是
我们护理人员都把它当做一次真人急救袁沉
着冷静袁同心协力袁以规范娴熟的操作技能袁
认真完成了病人护理工作遥 通过此次竞赛袁
也进一步提高了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袁激发
了她们耶学知识尧比技能尧强素质爷的工作热
情袁为建设健康射阳不断贡献护理人员的聪
明和才智遥 冶该院护理部主任尤彩霞告诉记
者遥

护
理
技
能
大
赛
充
满
﹃
实
战
﹄
味

本
报
通
讯
员

张
金
美

记
者

王
中
印

近年来袁 我县科学利用沿
海丰富的滩涂尧 海淡水自然资
源袁 引导河蟹土池生态育苗产
业发展袁 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中
华红绒螯渊又称大闸蟹冤繁育基
地袁年产优质大闸蟹苗 60万公
斤袁 蟹苗销售区域已覆盖国内
上海尧江苏尧湖北等主要大闸蟹
养殖产区袁 规模与产量国内占
比均在 70%以上遥 2018 年 4
月袁野射阳大闸蟹苗冶 被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
野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冶遥

吴炘恒 摄
大闸蟹苗繁育基地

捕捞蟹苗准备出售

客户争相选购蟹苗

本报讯渊记者 施露冤5月 10日上午袁全县党员干部警
示教育大会在县党群教育中心召开遥 县委书记唐敬出席会
议并讲话遥他强调袁坚定忠诚之心尧锤炼政治品格袁紧绷廉洁
之弦尧守牢纪律底线袁胸怀担当之志尧倡扬扎实作风袁恪守应
尽之责尧巩固政治生态袁为谱写新时代射阳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提供坚强保障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主持会议袁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季晓春袁县政协主席邱德兵袁县委副书记张鹏
程尧陈铁军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遥

唐敬指出袁要始终坚定忠诚之心袁锤炼更加过硬的政治
品格遥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遥要夯实信仰根基袁
加强理论武装尧党性锤炼和政德修养袁始终做到初衷不改尧
初心不忘遥 要保持政治定力袁始终树牢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决践
行野两个维护冶曰始终对党襟怀坦白袁讲实话尧干实事尧做老实
人曰始终保持政令畅通袁自觉把野严实冶二字贯穿到落实中央
和省市县各项决策部署的全过程遥要强化宗旨意识袁坚持对
人民负责尧为人民用权和让人民满意袁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袁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遥

唐敬要求袁始终紧绷廉洁之弦袁守牢不可逾越的纪律底
线遥 要自觉严守纪律规矩袁严守组织纪律袁时刻牢记党员身

份袁强化组织观念袁服从组织安排袁执行组织决定曰严守工作
规矩袁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袁形成齐心协力干事业的
工作格局曰严守生活纪律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
市县委作风建设各项规定袁真正做到清白为官遥要始终坚持
秉公用权袁坚持依法用权袁运用法治思维尧法治方式解决问
题袁自觉在法律法规约束下用权曰坚持科学用权袁全面贯彻
民主集中制袁做到用权有原则尧办事按程序尧决策讲科学曰坚
持阳光用权袁深入推进权力尧政务尧村务公开袁确保权力行使
在阳光之下遥要坦然接受各方监督袁养成主动接受监督的行
为自觉袁在各级党组织尧群众尧社会媒体的批评监督中自我
完善尧自我提升遥

唐敬强调袁要始终胸怀担当之志袁倡扬勤勉实干的工作
作风遥坚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干事业袁始终做到力戒形式主
义尧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袁在抓具体尧具体抓中谋实招尧干实
事尧求实效袁在真心为民尧真情服务中展现公仆风采袁真正做
到让组织放心尧 让人民满意曰 坚持以勇于拼搏的作风干事
业袁始终坚持精神状态尧埋头苦干和解放思想不懈怠袁努力
以精细的工作标准尧精准的工作路数尧精确的工作方法尧精
诚的工作团队袁创造精致的工作成果袁推动县委各项决策部

署高效落实曰 坚持以契合时代的标尺干事业袁 用好能力素
质尧群众口碑和履职尽责野三把标尺冶袁努力做组织推动工作
的行家里手袁多谋民生之策尧多解民生之忧尧多行民生之利袁
不辜负百万射阳人民的期望遥

唐敬强调袁要始终恪守应尽之责袁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遥全县各级党组织要自觉承担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袁
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和执着袁从严落实主体责任尧从严履行
监督职责尧从严强化问责追究袁秉公用权尧从严律己袁用廉洁
勤政的实际行动推动我县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遥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袁吴冈玉要求袁认清形势尧汲取教
训袁 绷紧思想之弦袁 进一步把党员干部思想统一到中央和
省尧市尧县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要求上来遥严守底线尧
严于律己袁夯实立身之本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
浩然正气遥齐抓共管尧主动作为袁担起应尽之责袁建立健全监
督机制袁切实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野两个责任冶袁动真碰硬惩
处违纪违法行为袁推动全县政治生态不断好转遥

大会通报去年以来全县违纪违法案件查处情况曰 与会
人员一同观看叶迟到的忏悔曳警示教育片遥

唐敬在全县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为谱写新时代射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吴冈玉主持 季晓春邱德兵张鹏程陈铁军出席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冤5
月 10 日袁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
部野510冶警示教育大会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袁 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讲话精神袁围绕野知敬畏尧
严自律尧尽职责冶主题袁剖析违
纪违法典型案例袁 进一步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尧 国家公职人员
尤其是领导干部增强廉洁自律
意识尧筑牢野不想腐冶的思想自
觉袁 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袁 为推动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尧 高质量发展走
在苏北苏中前列提供坚强保
障遥 市委书记戴源出席并讲话袁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曹路宝主持遥
市政协主席李驰尧 市委副书记
陈红红出席遥 我县在县行政中
心二楼会议室设立分会场袁组
织收听收看会议实况遥 县委书
记唐敬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
玉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季晓春袁
县政协主席邱德兵袁 县委副书
记张鹏程尧 陈铁军等县四套班
子领导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戴源指出袁每年 5 月 10 日
召开全市领导干部野510冶警示
教育大会袁 是市委坚持多年的
党风廉政专场教育活动袁 目的
是要告诫和提醒全市各级干
部袁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永远在路上袁 引导推动广大
党员干部受监督尧明底线尧知敬
畏袁发挥自我革命精神袁真正做
到自我净化尧自我完善尧自我革
新尧自我提高遥

戴源强调袁 要守住绝对忠
诚之心袁始终政治坚定尧表里如
一遥 践行野两个维护冶袁做到党中
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尧 党中央决
定的坚决执行尧 党中央禁止的
坚决杜绝袁确保中央和省尧市委
决策部署落地生根遥 筑牢理想
信念袁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袁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袁
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袁在
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遥 对党
襟怀坦白袁 重要工作及时向组
织请示袁 个人重大事项及时向
组织报告袁 违纪违规问题及时
向组织坦陈袁 真正做一个向组
织交底的野透明人冶遥

戴源强调袁 要保持清廉自
守本色袁始终心存敬畏尧秉公用
权遥 各级党员干部要认真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敬
畏权力不逾矩袁 坚持交往有原
则尧有界限尧有规矩袁既在一视
同仁尧靠前服务上体现野亲冶袁又
在守住底线尧 把好分寸上做到
野清冶袁努力营造清清爽爽尧干干
净净的政商关系遥 各级党组织
要高度警惕尧加强教育监督袁秉
公用权不徇私袁 全面清理领导
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袁坚
决防止利益勾联尧公权私用遥 各
级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心存敬
畏袁阳光用权不妄为袁切实做到
习惯于在 野聚光灯冶 下行使权
力尧在野放大镜冶下开展工作袁坚
决防止权力失控尧行为失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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