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七里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清廉处方”展示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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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
虹）7 月 31 日上午， 随着
汇报演出的结束，常德市
西洞庭 “小太阳 ”支教队
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永顺县三角岩村以及
怀化市溆浦县桥江镇灶
坪村教学点， 开展为期 9
天的暑期公益支教活动
也画上了圆满句号。

据了解，该支教队成
立于 2018 年 6 月 ， 是一
支由区直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者以及在校大学生
组成的团结奋进、快乐向
上的志愿者服务队。

2020 年 ，西洞庭 “小
太阳”支教队被当地教育
局正式接管，并由区教育
局、教育基金会提供一定
的经费保障。5 年间，支教
队伍日渐壮大，课程也更
加丰富， 深受当地村委、
驻村干部、村民和学生们
的一致好评。

此次支教在原有怀
化市溆浦县桥江镇灶坪
村支教点的基础上，新增
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永顺县三角岩村支教

点，共招募志愿者教师 13
人（其中西洞庭管理区纪
委监工委工作人员 1 人，
西洞庭各校在编教师 7
人，吉首大学英语师范专
业大学生两人、湖南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大学
生两人，怀化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大学生 1 人 ），两
地参加活动学生合计 120
人。 根据学生年龄特点，
支教队分别开设低年级
和高年级两个班进行授
课 ， 课程以兴趣引导为
主，涉及趣味英语、足球、
篮球、绘画、舞蹈、音乐艺
术赏析、手工制作和劳动
技能等科目类型。

“民族振兴靠人才，
人才振兴离不开教育，农
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一
代又一代人持续发力才
能实现的。 支教老师们的
到来为山区孩子打开了
一扇知识的窗，让他们了
解山外世界的同时，也在
心灵深处种下了爱的种子，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永
顺县三角岩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主要负责人表示。

实习生 周萌 通讯员 郭泽正

开 展 夏 季 治 安 打 击 整 治
“百日行动 ”以来 ，临澧县公安
局结合 “沅澧安澜 ”行动 ，突出
“五个坚持”， 强力推进专项行
动，维护社会稳定、护航经济发
展， 切实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
境。

坚持高位谋划部署
临澧县公安局成立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专项行
动指挥部，县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杨刚任指挥长。 其他局领
导、森林公安、交警大队主要负
责人任副指挥长， 局属相关单
位“一把手”为指挥部成员。 坚

持关键少数带头、 全员一体覆
盖 ，明确综合科室 、业务大队 、
派出所各自分工， 迅速统一思
想行动。 统筹推进维护社会稳
定、打击突出犯罪、深化社会面
防控、整治公共安全隐患、维护
网络安全等工作。

坚持优化巡逻防控
临澧公安优化巡逻防控方

案，针对夏季治安特点规律，严
格落实“135”快速响应机制。 最
大限度提升见警率、管事率，持
续开展 “见警察 、见警灯 、见警
车”行动。 全面强化街面、路段、
重点部位、重点水域、人流密集
场所的治安巡查宣防， 不断增
强社会面威慑力、控制力，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点亮

平安灯、当好守夜人。

坚持强化打击犯罪
临澧县公安局对违法犯罪

活动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强力
推进打击枪爆、电信网络诈骗、
养老诈骗、 制售假药劣药等违
法犯罪活动。

始终保持对违法犯罪活动
高压严打态势， 第一时间开展
案件实时监测、综合研判，切实
提升打击精准度。

全面推行警情研判 “日汇
总、周通报、月评比”机制，紧盯
民生案件，加大追赃追逃力度，
同时坚持以合成作战为牵引 ，
充分发挥追逃工作优势特长 ，
连续抓获网上逃犯 8 名。

对涉 案 线索 进 行 层层 梳

理， 经过两次研判分析并锁定
有价值的目标后， 迅速深挖细
查、组织行动，力争聚沙成塔。

坚持开展治安清查
行动开展以来 ， 临澧县公

安局多次开展治安清查行动 。
对酒店 、宾馆 、网吧 、KTV 等人
员密集场所进行严密排查 ；对
过往车辆和人员实施严格盘
查 ；对重点单位 、繁华地段 、交
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和路段实施
全方位巡控； 对加油站、 加气
站 、汽车站 、火车站 、矿山等潜
存的治安、 火灾及交通安全隐
患部位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

打击整治期间 ， 局党委班
子成员结合条线分工， 实地督

战。 整改了一批治安隐患，化解
了一批不稳定因素。 全面营造
社会面严查、严管、严打、严防、
严控的强大声势。

坚持深化调解纠纷
临澧县公安局严密防范各

类风险隐患， 紧盯群众的烦心
事， 扎实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
大调解工作。 在各街道办打造
矛盾纠纷调解综合治理办公
室， 努力将矛盾问题解决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增强
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警灯常亮，群众常安，临澧
公安将持续发力，重拳出击，纵
深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
日行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给足群众安全感
临澧公安全力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周芝华 黄淑文 周萌

今年来， 常德市卫健委统
筹推进清廉医院单元建设 ，将
清廉医院建设纳入 《常德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创建 “让
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
的模范机关” 实施方案》《市直
卫生健康系统 2022 年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要点》，并制定了相
关方案 ，争创 “清廉医院 ”的建
设目标。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
清廉医院建设的前沿阵地 ，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
力重心前移， 运用媒介平台全
方位宣传清廉医院建设， 确保
每周都有清廉医院的信息通过
宣传矩阵让广大职工知悉。 拍
摄 《清廉医院大家谈 》视频 、制
作《清风长存廉洁行医》系列动
漫视频、编印《清廉医院建设知
识“口袋书”》《清廉医院建设宣
传册 》等 ，把廉洁从医的政策 、
焦点、 如何作为等内容以生动
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

“收到患者锦旗是常有的
事， 但收患者红包的事绝对不
干！ ”近日，常德市第一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文俊收到了
患者今年来送给该科室的第 13
面锦旗。 他坦言，医院开展清廉
建设很及时、有力度，让医务工
务不分心地履行本职工作。

医院的 ICU 团队作为和死
神抢人的绝对主力， 一直冲锋
在治疗重症的第 1 线。 黄绍华
作为 ICU 室主任医师， 每天都
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他所钟爱
的重症医学事业。 他曾冲入车

祸现场，为救人而负伤，产生了
广泛的社会影响。 他荣获了“全
国第四届白求恩式好医生”“全
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如果
你们在我的科室里给医生回
扣，我一定会把你的药停掉！ ”
黄绍华对医疗腐败一直是深恶
痛绝， 并带动整个科室遵纪守
法。

基层的医疗服务质量是民
心工程， 清廉医院建设是柳叶
湖纪工委监工委重点推进的清
廉单元之一。 辖区内七里桥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该区医
疗服务形象窗口， 该区布署清
廉单元建设以来， 开出了清廉
处方，全院 29 名职工严格遵守
“医嘱”。 “贪污腐化，历来为人
痛恨； 清正廉洁， 古今为人敬
仰。 ”中心主任彭雪芬说道。 通
过上廉政党课、建立廉政档案、
签订廉洁行医责任书、 开展廉
政知识测试等一系列措施 ，在
中心白先锋、易薇、付悦然等等

一些青年先进代表的引领下 ，
营造出了良好的清廉思想氛
围。

“基层医疗工作哪有什么
轰轰烈烈的事， 只是我们把平
凡的医疗工作做得细致实在
了， 老百姓便把我们也看成了
亲人。 ”中心副主任白先锋说。
他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了
6 年， 经他服务过的病人很多，
一些社区群众总是用最质朴的
方式表达感谢， 自家养的鸡下
蛋了，地里种的菜长成了，都会
想着给他送点来， 而白先锋次
次都婉言拒绝。 6年来，他不知拒
绝了多少社区群众给他的好意。

随着清廉医院的建设逐步
落实落细的推动， 在降低群众
就医费用、严控药品耗材费用、
整治医疗行风、 改善患者就医
体验方面全面发力， 常德医务
工作者们以清正廉洁， 务实为
民为目标， 为群众的健康保驾
护航。

当好清廉建设路上的守望者
———常德一线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侧记

西洞庭：“小太阳”大温暖
山区支教让爱延续

永顺县三角岩村支教点汇报演出结束后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