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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10月25日， 西藏山南藏医医院
ICU病房61岁的尼玛次仁突然心跳
骤停。危急之时，医护人员立即开展
抢救，近6分钟的心肺复苏后，患者
从死亡的边缘“逃生”。

“心肺复苏在高原真是累趴的
活。可喜的是ICU第一例心肺复苏抢
救成功。”当晚，援藏队员王凤娇在
微信朋友圈写道。

为守护高原百姓的健康， 湖南
第八批医疗援藏队克服高原反应，
仅3个月，援藏成效初显：帮助山南
藏医医院开设ICU（危重病医学科）、
治未病科；成立手术麻醉科、耳鼻喉
科； 开展了肝包虫病的肝中叶切除
术，填补了西藏自治区的空白……

“此次湖南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藏，集中优势力量支援一家地市
级医院，改变了原来交叉混合援藏
的状况。” 医疗援藏队领队肖亚洲
介绍，今年7月，湖南派出16名医
疗人才援助山南藏医医院，都是中
级以上职称， 绝大部分为副高职
称。

因为缺氧， 每个队员都出现了
头痛、失眠等不同程度高原反应，队
员们平均瘦了5公斤，最多的瘦了七
八公斤。

现任山南藏医医院ICU主任的
孔春初，是高原反应最严重者之一。
但为了抢救ICU病人， 他手机24小
时不关机。8月3日23时许，一阵急促
的电话铃声将他从睡梦中惊醒：早
几天收治的一名男性脑干梗死患
者，突然气促喘息，需急救。

5分钟后，他赶到了医院。抢救

直至次日凌晨4时，患者生命体征逐
渐平稳。 考虑此患者为藏医院首例
机械通气患者， 值班医护人员对机
械通气知识缺乏、经验不足，他又组
织大家学习当前的治疗及护理重
点。直到次日下午患者转危为安，孔
春初才回宿舍休息。

提起这些艰辛， 他总是淡然一
笑：“要想当一名好医生， 不能吃苦
是不行的。我们要是守不住了，患者
的生命之花就要凋谢了。”

现任山南藏医医院副院长的伍
世葵说，变“输血”为“造血”，是此次
“组团式”医疗援藏的精髓。此批派
出的16名医疗人才， 都在受援医院
担任了行政职务，旨在为当地“留下
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山 南 藏 医 医 院 以 前 没 有
ICU， 也就没有专业的 ICU护士。

作为 ICU护士长的王凤姣 ， 每天
早晨都会带上自己的电脑， 给护
士们讲一小堂课。 为了提高抢救
成功率， 她组织所有医护人员培
训心肺复苏。

在高原地区走快了都会气喘吁
吁，要在模型上演示带教人工呼吸、
胸外心脏按压非常不容易。 每次一
个循环下来，王凤姣都要喘上一阵、
休息半天，但她还是耐心严谨、手把
手地分解每一个动作， 直到每个人
都考核合格。

据悉 ，近3个月，湖南专家们
共开展培训 42次，参训人员 300
余人次。

山南藏医医院院长扎西次仁
说：“藏医医院人才短缺的问题，是
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组团式’援
藏提供了治本之策。”

湖南日报 10月 28日讯 （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李力 高蓉月）10月
19日， 津市市委书记傅勇如约来到
市信访局接访，当天就为居无定所的
特困户朱传喜解决了廉租房。朱传喜
高兴离去，逢人就夸领导干部接访真
管用。

津市领导干部接访制度从1982
年开始，至今已坚持了30多年：市委
书记、 市长每月各安排一次公开接
访，每个工作日坚持有一名市委市政
府领导在市信访局公开接访，各科局
级单位由一把手带头，每个工作日安
排一名班子成员在单位轮流接待群
众。如今，该市16名市委市政府领导
的照片、职责分工、手机号码和接待
群众的时间全部对外公布，还开通了
电话、短信、微信、网络等方便快捷的
民意诉求通道。 从2011年4月起，津
市市委把每月的13日、14日、15日三
天（节假日顺延）定为全市“群众工作
日”， 从全市80个市直单位选派116
名副科级以上干部驻村（居）、社区担

任群众工作组组长，驻村（居）接访下
访，做群众工作，处理信访问题，为群
众排忧解难。

30年如一日传承下来的领导干
部接访制度，让干部不再对上访群众
怕、拖、躲，而是视群众为亲人，面对
面地交朋友，心贴心地办实事。今年1
月5日，特困户陈腊生突遭意外住院，
缺钱无法继续治疗。她给陈市长打一
个电话，就得到了及时的帮助。居住
在林家滩湖区域的居民更是深切感
受到领导接访的好处。过去，林家滩
湖水患严重， 周边群众深受其害。但
因难度大一直未得到治理。2014年5
月， 该案作为信访积案交办津市后，
时任市委书记王学武亲自包案，争取
资金近700万元， 历时两年治理，终
于让人湖和谐共处。

2012年，津市信访局被评为全省
信访系统创先争优先进单位，2013
年，津市被评为省信访工作“基层基
础建设年”活动标兵县市，多年来均
被评为常德市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周
小雷 通讯员 吴丹 乔梦平） 记者今
天从省政府获悉，即日起至2017年3
月31日， 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将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违法建筑及大型在建
工程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全面掌握辖
区内违法建筑及大型在建工程消防
安全状况， 加强建设工程监督管理，
提升火灾防范水平。

全省各级消防、住建、规划等部
门，将对违法建筑和大型在建工程展
开集中摸排，逐一登记建档，对排查
发现的问题，严格依法查处，每月互
相通报案件查处情况。消防部门排查
发现未经消防许可且未取得规划或
施工许可的，及时抄告住建、规划部
门；住建、规划部门排查发现已取得
规划或施工许可但未经消防许可，及
存在其他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和火灾
隐患的，及时抄告消防部门。对存在

重大火灾隐患的违法建筑或在建工
程，一时难以整改的，消防、住建、规
划部门共同研究对策，并提请政府挂
牌督办；对施工现场采用达不到燃烧
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搭建临时用房
的，消防部门依法临时查封；对违规
电焊、气焊等动火作业，情节较重的，
消防部门依法予以责任人拘留，同时
抄告住建部门依法查处；对在建工程
采用不合格消防产品的，消防部门除
依法处罚外，还将抄告质监、工商部
门在生产、销售领域依法查处。

同时， 全省各地将建立重点约
谈、分类培训工作机制，督促被检查
单位签订消防安全承诺书，提高单位
消防安全意识，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针对情节严重的违法案件及问题整
改进展缓慢的单位，提请当地政府进
行约谈，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及时改
正违法行为和消除火灾隐患。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沙
兆华 通讯员 姚全民）今天，全省监
狱第十次改造积极分子大会在长沙
女子监狱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自
2012年以来， 我省监狱罪犯改造工
作取得长足进步，通过社会企业专场
招聘， 帮助8000多名刑释人员成功
择业；刑释人员创办各类企业、工厂
260余家，帮助安置刑释后就业困难
人员2000余人。

5年来， 我省监管秩序持续安全
稳定， 服刑人员思想转化效果显著，
成功转化一大批顽固犯， 转化率达
73.9%。组织2300多名服刑人员参加
成人高等教育自考，获得单科合格率

1973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4万人，
90%的学员获得国家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刑释人员劳动意识、技能和适
应社会能力增强，部分人员在自食其
力、改过自新的同时，感恩社会，积极
回馈社会。

今后，我省监狱系统将继续推行
安置—就业—创业“一站式”服务，实
现刑释安置衔接、 就业资讯指导、职
业推介、跟踪回访等有序对接，帮助
刑释人员顺利融入社会。同时，利用
社会资源、积极构建“监狱＋党政机
关＋社会团体＋志愿服务＋犯人亲
属”的全覆盖帮教网络，共同提升罪
犯教育改造质量。

《长征组歌》少年版
走进长沙校园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
者 张颐佳 ） 为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今天晚上，《长征
组歌》少年版走进校园音乐会
在长沙音乐厅隆重举行。来自
长沙市开福区北辰小学的“小
红军” 们与老艺术家马子跃、
耿莲凤一起，为大家献上了一
场精彩的演出。

长征精神伴随着一代又
一代人的成长，传唱了近半个
世纪的《长征组歌》则生动演
绎了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
躯谱写的英雄史诗 。《告别》、
《遵义会议放光芒》、《四渡赤
水出奇兵》……为大家翻开了
长征路上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本次活动由文化部文化艺
术人才中心、中国传统文化促
进会、长沙市文明委等联合主
办。 长沙市干部群众代表、学
生代表1400余人观看演出。主
办方介绍，本次活动旨在弘扬
长征精神，加强未成年人理想
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湖南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成效初显 � � � �■编者按：

县（市、区）和乡镇是信访工作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曾要
求，加强源头治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今年是我省信访工作的“基层基础建设年”，我们特推出《信访最前
沿》栏目，报道各地加强信访工作源头治理的先进经验。敬请关注。

津市市：
坚持领导接待日制度30余年

加强建设工程监督管理
湖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5年帮助万余名刑释人员就业
我省监狱犯罪改造工作取得长足进步

书画精品展
10月28日，湖南画院，书画爱好者在参观书画展。当天，长沙市文联主办的长沙市文艺创作重点扶持项目大家书

画展暨李璞从艺六十六年汇报展开展，展出了十名老中青书画艺术家创作的300多幅书画精品。本次展览为期3天，免
费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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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大71名退伍学生
成新生军训教官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
员 吴铝锌）今天，记者在湖南工业大学了解到，
该校104名自训学生教官最近与湖南陆军预备
役步兵师炮兵团30名官兵， 共同担负起该校
8823名新生的军训任务，其中71名退伍学生成
为这次新生军训教官主力。

据介绍， 湖南工大每年都要依赖驻地部队
派100余名官兵来校做新生军训教官。 省军区
负责人在该校调研时提议， 可由部队集训退伍
学生做教官。去年，该校新生军训安排了10余
名退伍学生担任教官助理。今年暑假前，学校发
布招募学生教官的信息， 有100余名退伍学生
报名，最后从中选取了71名。这样，既可让退伍
学生得到锻炼， 也缓解了学校临时安置部队教
官住校的压力。

目前，湖南工大已建立学生入伍、退役信息
库， 对应征入伍的学生也提出了退役返校做教
官的要求，并提出做到“四会”，即会标准示范动
作、会讲动作要领、会组织学员训练、会做思想
政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