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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沈青松 彭甜）为
深入开展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运
动，普及卫生健康知识，4月29日
下午，长沙市 120 急救中心为长
沙市科学技术局的干部职工们上
了一堂急救知识与技能培训课。

活动现场，长沙市120急救中
心培训科负责人吴柱医师为大家
讲解了心肺复苏术、海姆立克急救
法和创伤急救知识，课堂气氛活跃，
提问互动频频。特别是心肺复苏
操作环节，大家兴趣浓厚，借助仿真
模型进行操作练习，急救导师和助
教在一旁手把手进行指导。

长沙市120急救中心近年来面
向社会公众开展急救知识科普活

动，特别是去年底建成国内领先的
急救培训中心，引入了VR情景虚
拟培训系统及心肺复苏、止血包扎、
孕产妇护理等配套专业模型，设置
了一系列贴近院外常见急危病症救
护的课程，并免费面向公众开放。

据悉，抗疫期间，长沙市120急
救中心承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转运
任务，以及机场、口岸等境外疫情输
入防控及发热患者接诊转运任务。
为了协助企业及学校复工复产复
学，3月20日至4月25日，他们先后
组织急救志愿服务队员，带着专业
器材和消毒试剂，走进位于开福区
月湖街道马栏区社区的西湖楼美食
城、朝阳社区、马栏山小学等，对相
关场所进行了全面消毒。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健林

4 月 25 日，江永县潇浦镇向
光村河水清清，道路干净，家家户
户庭院整洁。一位村民欣喜地
说，通过清河、清渠、清沟、清路、
清院“五清”行动，村庄美了，心情
舒畅了。

向光村以前是省级贫困村，
全村446 户1602 人中，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97 户 360 人。过去,村
里道路坑坑洼洼，猪牛粪乱堆放，
污水横流，被人称为“牛粪巷”。
村民们随意把生活垃圾、塑料袋
等扔进流经村里的小河，小河变
成了臭水沟。

2015 年，省市场监管局扶贫
工作队驻村扶贫，决定从“五清”
入手，改变村民落后的生产生活
方式，提升大家的精气神，强化脱
贫内生动力。

引导村民齐动手，硬化8公里
村道，治理河道 2100 米；建好污
水处理系统，实现自来水全覆盖；
拆除全村旱厕和破旧杂房；在每

家门前配备垃圾桶，聘请6名保洁
员，每天清理道路、沟渠；动员大
家在空地上栽种花草，绿化村庄。

村里将乡风文明、环保理念、乡
村振兴等纳入村规民约。督促大家
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每季度评选

“文明卫生户”。“现在，人人都以当
选‘文明卫生户’为荣。”村民说。

如今，村里环境好了，村民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凝心聚力发展
产业。全村发展水果3000余亩，
年产值近 6000 万元。90%以上
贫困户种了夏橙、沃柑。

村庄美了，喜事也多了。第
一件，向光村在2017年整村脱贫
出列。第二件，向光村成为远近
闻名的美丽乡村。第三件，近年，
9名贫困村民脱贫又脱单。

今年 44 岁的何湘红在扶贫
工作队帮助下，种水果、养山羊，
年收入 10 多万元，成功脱贫摘
帽。不久前，何湘红与江华女青
年朱小春喜结连理。记者问朱小
春怎么愿意从江华远嫁向光村，
她嫣然一笑：“现在，向光村是个
美丽乡村，好多姑娘想嫁过来呢!”

湖南日报记者 杨玉菡 通讯员 龙吉妮

“真不好意思，临时有个小纠纷要调
解，让您久等了。”4月26日，比约定时间
晚到的张松鹤，刚跨进益阳高新区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室的门，就笑着向记者拱
手,“疫情防控期间，握手不便，来个时下
流行的作揖礼。”

1963 年出生的张松鹤，现为益阳高
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益阳市民商事
纠纷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益阳电视
台“和为贵”人民调解委员会金牌调解
员。30余年来，他调解大小纠纷上千件，
成功率85%，累计为申请方挽回直接损失
上百万元、间接损失上千万元。他从田间
地头的民间调解员，成长为全市有名的调
解专家，曾获评“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
人物”，被群众称作“金牌和事佬”。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邻里才
会和和气气”

“是‘和事佬’吗？我养的蜂子全死
了，损失大几千元，肯定是小区物业干的，
必须让他们赔！”4月20日上午，张松鹤刚
一上班，就接到赫山区某小区的一位老人
的求助电话。

张松鹤立即赶到现场，此时老人正找
物业公司索赔，双方争执不下。“莫急，您

慢慢说！”张松鹤首先安抚老人。老人告
诉张松鹤，他姓唐，快 80 岁了，之前住在
乡下，养了几十年的蜂，这两年被儿子接
到小区来住。住到小区后,他养了几十箱
蜂。4 月18日，气温骤降，他发现两个蜂
箱盖被人揭开，蜂子被冻死了。

张松鹤又找小区物业了解情况。“一
天到晚蜂子嗡嗡嗡吵个不停，小区那么多
小孩，万一蜇了人怎么办？业主多次投诉
呢。”一位物业主管说。

张松鹤轻声对唐爹说：“蜂子冻死了，
您心疼可以理解，但您不能无根无据怪罪
物业。再说在小区养蜂显然不妥，这里人
多，蜂子吵人，还可能伤人。您以后找点
其他爱好，莫养蜂了，好不好？”一番沟通
后，唐爹点了点头，表示不再在小区养蜂。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邻里才会和和
气气，您也会更开心。”张松鹤继续和唐爹聊
着，并给他儿媳打电话，叮嘱她多照顾老人。

“语言要接地气，调解得用巧劲”

益阳东部新区鱼形山街道宝林冲社
区蔡家与刘家紧邻，为屋前河堤外一块小
荒地种菜争了多年。后来，两家的劳力外
出务工，纠纷暂时平息。今年因疫情影
响，两家人待在家里，刘家准备在荒地种
南瓜，蔡家也抢着过来种，互不相让，最终
惊动了张松鹤。

4月3日，张松鹤现场察看与实地走访
后，发现这块荒地实属一段河道。“这里是公
共河道，不是责任田，你们都无权耕作。”张
松鹤将道理摆出来。可两家人并没有“休
战”的意思，他便加重语气，“不讲道理的人，
哪个都不会搭起他，人家也瞧不起。你们
想想，为种点小菜丢了脸面，值得吗？”

听罢，蔡、刘两家人不作声了，张松鹤
温和地劝道：“亲为亲好、邻为邻安。你们
作邻居，是前世修来的缘分。等疫情一
过，年轻人又要远走他乡务工，家里老人
孩子难免需要彼此照应，还是不伤和气的
好。”张松鹤一席话，使两家人心平气和，
都表示不再在荒地上种菜。

“民间调解是一门草根艺术，语言要
接地气，调解得用巧劲。”在张松鹤看来，
生硬地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得用巧劲。要
深入了解风土人情，掌握民间俗语，用老
百姓爱听的方式，把话说到人的心坎上。

张松鹤的调解艺术还上了电视。从
益阳电视台2010年录制《和为贵》栏目首
期节目至今，他已参演节目100余期。因
调解矛盾有一套，风格幽默，张松鹤积攒
了不少粉丝，常被路人认出。

“自己懂法明理，才能说服别人”

“这个麻纱事，还得请你出面调解。”
2019年9月的一天，张松鹤接到益阳高新

区东部产业园办事处的电话。
电话里的麻纱事，是一楼盘在建过程

中，导致附近一处安置小区出现房屋墙体
开裂、出行道路受损等问题，引发小区住
户与开发商扯皮，闹得不可开交。益阳高
新区东部产业园办事处前后调解四五次，
矛盾却一直未得到解决。该办事处将案
子转给益阳高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接案后，张松鹤深入实地，摸清了事情
原委，他建议投诉方和被投诉方派出代表，
并请有关安全建设方面的专家到场答疑。

调解现场，张松鹤听完双方陈述和专
家意见后，进行释法明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不动产的相
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
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
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
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张松鹤
把法律条文摆出来后，开发商的思想工作
做通了。开发商向安置小区住户赔礼道
歉，并表示尽快恢复受损房屋和道路原
貌，作出相应赔偿，双方握手言和。

“自己懂法明理，才能说服别人，及时
化解矛盾纠纷。”张松鹤告诉记者，他平时
认真学习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
则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等法律
知识，写满15本笔记。

和风细雨化心结
——记益阳高新区“金牌和事佬”张松鹤

防疫有我 爱 卫同行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文彬 罗初）为帮
助企业解决疫情期间用工难问
题，湖南科技职院结合职业技术
特点，借助国内专业招聘网络平
台，外联复产企业，内荐毕业学
生，实行线上面试签约，助推学生
就业和企业复工两旺。到4月30
日止，累计为 204 家企业解决用
工难题，输送专业人才1689人。

自 3 月 20 日开始，该校推出
了“‘同心抗疫’网络招聘”活动，

通过“智联招聘网”等向社会发布
人才信息，通过微信、QQ、电话和
短信等指导应届毕业生关注平台
用工信息，接受复产企业挑选。
为切实解决企业用工难问题，学
校通过校友服务平台、校企合作
平台和行业协会在线服务平台，
成功邀请204家企业入驻招聘平
台，累计为2823名毕业生提供了
在线面试、签约等服务，其中，
1846 人与企业达成签约意向，
1689人已经到企业上岗。

通讯员 徐珊 徐春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医生，我们在来医院的路上了，我
邻居在车上就生了，宝宝出来了，我们不
知道怎么办？”

4月30日早上7时30分，湖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护师徐春接到
了一通紧急电话。

徐春在电话中指导张女士让产妇放

松深呼吸，告诉张女士用婴儿衣被包裹
孩子，并保持孩子侧卧，注意呼吸道的通
畅。同时通知医院妇产科医务人员立即
带好接生及救护物品，在急诊科等候，确
保电话一直保持通畅。

7时47分，产妇刚到医院前坪，妇产
科助产士吴江玲和梁娇霞已在医院前坪
搭起了“临时产房”，立即为产妇铺巾、消
毒、断脐，紧急处理。

7 时 51 分，妇产科邓雅芹主治医师

来到前坪，立马戴上手套检查产妇的子
宫收缩及伤口情况，将已经剥离的胎盘
牵引出，按摸子宫，安抚产妇，并将产妇
抱到平车快速送入产房进行下一步处
理。

刚刚从东莞赶回长沙的李先生，看到
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平安无事连连道谢。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邓雅芹
主治医师提醒，孕妇一定要系统性的定
期到正规医院产检。尤其是二胎妈妈，
宫缩会来得更快，产程也会进展的更
快。到了孕晚期，临近预产期更要注意，
有任何异常情况都不要忽视，有不适、见
红等症状，尽早到医院待产。若是在路
途中出现紧急情况，最好就近选择医院，
确保母婴安全。

长沙市120：急救知识进机关

发力“五清”面貌新
亲爱的承希哥哥：

你好！
你是我的好表哥，经常带我出去玩。每

年一放寒假，我就成了你的“跟屁虫”。但今
年春节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见过面。我很想
念你，想找你玩，可爸爸妈妈说，你是中山路
社区的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工作非常忙，你先
是和同事们挨家挨户搞摸底排查，后来又帮
助隔离在家的人们送生活用品，每天晚上很
晚才回家。

现在疫情好像没有那么紧了，我想你应
该闲些了，可妈妈说千万别去影响你工作。
因为国外的疫情暴发了，很多境外人员要回
来，你们社区还是很忙。妈妈说，前几天有位
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姐姐，你把她从机场接
到了隔离的宾馆。妈妈说，你加了那个留学
生姐姐的微信，一直关心她。留学生姐姐爸
爸妈妈在外地工作，她在宾馆隔离4天后回
到家里继续隔离，你担忧她一个人有困难，天
天跟她微信联系，听她报体温，还帮她解决各
种困难，好几次替她取快递。

听了妈妈的话，我就忍着没有给你打
电话。但我还是要给你写信，想问问你，
那个留学生姐姐现在还好吗？真是佩服
你，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也要像你一样
做个有担当、乐于奉献的人。

祝你工作顺利！
弟弟：悦泽
2020年4月28日

（写信人：湖南一师二附小四（2）班
吴悦泽

收信人：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街道
中山路社区食品安全专干张承希）

表哥
我要向你学习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瞿小春 龙慧玲）湖南省药品
监管局驻省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今天正式
对外办公，并颁发了集中入驻后第一张

《执业药师注册证》。

省政府“三集中三到位”改革方案印
发后，省药品监管局高度重视，制定了工
作方案，对审批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按
照“应入尽入、全面集中”的原则，在省政
务服务大厅设 8 个专业受理窗口，其中

执业药师注册“一件事一次办”专窗 3
个，共入驻审批事项 95 项，办事窗口和
办事事项入驻率均为100%。

省药品监管局负责人表示，推进审
批服务“三集中三到位”改革，是省委、省
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政府
职能转变的重大决策，省药品监管局要
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入驻任务，
按照“环节最少、资料最简、时限最短、成
本最低、服务最优”的目标，全面提升服
务效能，为助推我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王洁 龙畅）4月28日晚，“一
带医路，携手抗疫”中外新冠疫情管理交
流项目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远程医学中
心举行。湘雅医院多科专家与意大利佛
罗伦萨大学医院专家围绕医院感染控
制、重症患者救治、多学科团队合作、复
工复产防控等，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深
入交流。

结合意方现状，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
心主任黄勋教授分享了湘雅医院抗击新
冠肺炎医院感染管理控制经验。她强调

一定要做好“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特
别是医务人员要做好自身防护，主要是戴
口罩、手卫生，阻断飞沫传播和接触传
播。结合武汉抗疫经验，感染病科感染与
重症专科主任黄燕教授提醒，虽然新冠病
毒感染是发病因素，但病情的严重程度和
进展并不取决于病毒量的多少。

该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张丽娜教授
建议，重症超声有助于预警分级重症患
者、早期识别可能发展为重症的患者，给
予此类患者恰当的监测和器官功能支
持，对于阻止患者从轻型发展为重症至

关重要；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李
敏副教授介绍了新冠肺炎由轻症向重
症、危重症进展的免疫机制，尤其是细胞
因子风暴的发生机制与处理策略；护理
教研室副主任李丽副教授建议，设置个
人防护指导岗位可尽最大努力保障医护
人员安全，此外医护人员及患者心理支
持是提高救治成功率的重要因素。

一个半小时的视频连线，吸引了
7000余名医务人员在线观看，湘雅医院
专家们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干货满
满。据悉，“一带医路，携手抗疫”中外新
冠疫情管理交流项目由中国民族卫生协
会发起，连日来多次邀请中外抗疫一线
的医务人员和权威专家，通过视频连线
方式进行交流。

“湘雅经验”走向海外
中意专家团抗疫“云交流”

暖心！4天晒了
1万多床被子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李兆丰 陈茜）近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
院的同学们朋友圈中，一张张晾晒被子的照
片“刷屏”了。“真是太感谢宿管的叔叔阿姨
了！”财经管理学院的大一学生胡文雪说，“长
沙的春天比较多雨，多亏他们的帮忙，我在家
也不担心宿舍的被子发霉了。”

4月26日至29日，每天清晨6点多，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各公寓楼栋的宿管阿姨
们就陆续忙开了，她们从一间间宿舍床上抱
起一床床棉被、垫被，在阳台上和楼下空旷处
晾晒开来。中午还翻晒一遍，下午4点左右
再按床号收回宿舍，叠放整齐。为避免出现
差错，他们还用贴标签或布条的方式在易混
淆的被子角上一一标上宿舍号和床号。一天
下来，宿管阿姨们的胳膊肘酸得几乎抬不起
来。连续4天，该校公寓所有宿舍的1万多床
被子全部晾晒完毕。

为了创造一个良好舒适的学习生活
环境迎接同学们返校入住，该校公寓全体
人员还联系物业维修人员完成了宿舍床
铺加固、灯泡更换、电源插座及开关更换、
防盗门加固等维修项目 1100 余项；并进
行了宿舍卫生间漏水改造84间，对三个公
寓园区共19个楼栋存在安全隐患的宿舍
推拉窗户全部进行了加固处理。对每间
宿舍的室内卫生间、室内地面、门把手和
空调滤网使用含氯消毒剂喷洒和擦拭消
毒，并对公寓所有公共区域进行了一次全
面卫生大扫除和专业消杀。

二胎宝宝“性急”出生
医生搭起“临时产房”

省药监局政务窗口
正式入驻省政务服务中心
设8个专业受理窗口，入驻审批事项95项

线上面试签约 就业复工两旺

湖南科技职院输送专业人才1689人

4月30日，湖南省人民医院举行战“疫”事迹报告会暨表彰大会，表彰了65名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并记功人员，9名一线抗疫代表讲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表彰援鄂战士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吴靖 刘丹）5 月
5 日是第 22 个世界哮喘日，专家
呼吁：家长要加强对哮喘的认识，
积极做好家庭防治，创造一个低
敏环境，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近日
接诊了一位因劣质蚊香诱发哮喘的
儿童患者。4岁半的女孩甜甜（化
名）住在乡下爷爷家，咳嗽1个多月
了，还有些气促，吃药输液都不见
好。前两天回长沙，打算进一步检
查。医生了解到，爷爷家邻近集市，
蚊虫较多，就点蚊香驱蚊，甜甜也是
夜间咳嗽比较明显。医生诊断，甜
甜应该是长期接触烟尘等诱发了哮
喘，卧室空气不流通，蚊香释放的烟
尘严重污染空气，孩子长期在这种

浑浊环境里，呼吸道受到极大的刺
激，以至于诱发哮喘。

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
钟礼立介绍，哮喘又叫支气管哮喘，
是一种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呼
吸道疾病。根据近年全国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儿童哮喘的患病率不断升
高，平均每10年增加约50%。钟礼
立表示，儿童哮喘寻找病因很关键，
儿童哮喘中过敏性哮喘占90%以上，
过敏原可引起气道中各种炎症细胞
释放炎症介质，加剧气道炎症，从而
导致气道反应性增高，诱发哮喘发
作。如果家里有人抽烟、用蚊香驱蚊
等因素，会刺激孩子呼吸系统，容易
诱发哮喘。她建议，当家庭中有婴幼
儿或年迈体弱的老人时，要考虑其他
的驱蚊方式，而非蚊香驱蚊。

劣质蚊香诱发孩子哮喘
专家呼吁：给孩子一个低敏环境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罗初）当前，全省各地
中小学校陆续开学，气温逐渐升高，

“五一”小长假马上到来，溺水事故
也将进入高发时期。4月29日，湖
南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
预防学生溺水工作的通知》，紧急提
醒，气温升高，谨防学生溺水。

《通知》要求，在“五一”放假前，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要迅速开展防溺
水“六个一”警示教育活动，对所有
中小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和提
醒。要通过“湖南省学校安全教育
平台”，组织学生集中收看《湖南省
中小学生防溺水警示教育专题
片》。要将防溺水《致全国中小学生
家长的一封公开信》复印发放给每
一位中小学生家长。

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不

断完善联防机制。要主动提请乡镇
（街道）、村（社区）加强重点危险水
域安全管理，加强对各种易发生溺
水事故的池塘、水库、沟渠、河流、矿
坑等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消除隐
患。要充分调动村或社区的志愿
者，认真组织巡查值守，尽可能阻止
学生私自下水游泳。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和
督促中小学校密切家校联系，引
导学生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切实履
行好监护责任，尤其要做好学生
在上学放学途中、周末、节假日和
暑假等离校时段防溺水教育及监
管，要特别关注农村地区、留守儿
童等特殊学生群体安全监管，准
确掌握孩子动向，切勿出现“监管
真空”，确保不漏一人，严防失管
失控发生溺水事故。

省教育厅下发通知紧急提醒：

气温升高，谨防学生溺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