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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道县教育局举办的2021年“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在道

县西洲芙蓉学校举行决赛，来自全县各中小学校的 28 支代表队进行角

逐。据悉，道县各学校将持续开展“经典诵读和经典传承”主题活动，积极

探索诵读新形式，打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全面营造和谐优美的书香校

园文化氛围。 蒋正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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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是引起疾病传播或公共卫

生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被列为《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各类废物中的首位，处置不

当，可能成为疫病流行的源头或造成环

境污染。笔者就岳阳市如何规范医疗废

物处置，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议题进行

专题调研。近几年，岳阳市就医疗废物

处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已建起两条

高标准生产线，形成了日处理20吨的能

力，其收集、贮存、处置达到全覆盖。但

也存在收集贮存环节不规范，医疗废物

监管存漏洞，收费体系不够健全，应急处

置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

一、完善管理制度 加强源头管控
1.明确岗位职责。其法定代表人是

医疗废物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产生医疗废

物的具体科室和操作人员是直接责任

人。依托医院感染控制小组，形成以护士

长监督为主，科室控感护士为主要负责收

集、回收医疗废物为辅的日常管理体制，

专人监督医疗废物的分类。控感办作为

职能科室，不定时下科室进行分类放置检

查，使医疗废物的前端管理走向规范。

2.加强医务、保洁及暂存管理人员

培训。定期对医务人员、保洁人员、暂存

管理人员开展培训，以提高医务人员对

医疗废物管理意识，掌握医疗废物的规

范分类，形成良好的管理习惯；使保洁人

员熟练掌握消毒知识、个人防护、医疗废

物流入社会的危害性，医疗废物的管理

在医院管理中的重要性等；同时要加强

医疗废物暂存间管理人员的培训，使其

熟悉交接流程、贮存规范，登记交接转移

等知识。

3.合理配备垃圾容器。医用垃圾容

器和生活垃圾容器的数量、存放位置要

根据实际合理配置。护士治疗车下层应

放置小型医疗废物容器及小型利器盒，

以便护士在治疗时及时回收医疗废物。

4.规范登记交接流程。做到一式两

份复印登记，无缝交接。医疗废物规范

包装后，由专职人员回收放入院内医疗

废物暂存处，48小时内由医疗废物处理

中心人员，密闭运走，并完善转移联单等

交接手续。

二、加大监管力度 严惩违法行为
1.创新多部门联合监管模式。在监

管模式上，还可尝试构建“数据对接+联

合监管”一体化监管平台，及时了解医疗

废物产生、运输和处置情况，掌握处置设

施运行负荷以及应急处置需求等信息，

实现在线监控和追溯留痕。

2.应完善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全市

医疗废弃物处理措施和标准，健全管理

责任制度，从源头上控制医疗废物的不

法流出。

3.各职能部门应加大对非法处置医

疗废物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三、完善收费政策 健全收费体系
1. 建议尽快完善医疗废物处置收

费标准、核算办法、分类方式等指导文

件，改变传统单一的以床位数核定收费

的模式，探索建立床位数和产生废物重

量相结合的收费方式，将医疗废物处置

费用纳入医疗服务成本，并在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时及时合理补偿，形成相对完

善的收费政策体系。

2.针对现在医疗机构普遍反映收费

高、负担重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大对医疗

废物处置的财政投入，妥善解决医疗废

物处置费用分担问题。

四、提高应急能力 确保安全处置
1.完善应急处置协调机制。环保、

医卫、防疫、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应在本

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统一管理

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分工负责与联防联

控相结合、集中处置与就近处置相结合”

的原则，建立医疗废物应急处理协调机

构，共同组织好疫情突发等情况下的医

疗废物应急处置工作。

2. 统筹应急处置设施资源。针对

以往处置企业各自为战，缺少统一协

调，无法形成合力的情况，摸排调度岳

阳市与邻市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情

况，将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危

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工业炉窑等纳入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资

源清单。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仍有缺

口的情况下，通过省级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或者在省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导下，协调本省

其他地市或者邻省具有富余医疗废物

处置能力的相邻地市建立应急处置跨

区域协同机制。

3.确定危废处置备用机构。在紧急

情况处理能力不够，或者设施故障、改扩

建等情况下，在周边确定几家医疗废物

处置单位作为备用处置机构，一旦岳阳

市方向固废运行不正常，可及时启动备

用处置设施。

规范医疗废物处置 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汪维

本报讯(通讯员 黄玲珠 肖

继芳)近日，由蓝山县教育局主

办，县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承办

的“蓝山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专业能力竞赛活动”顺利举

行。

竞赛课堂上，参赛教师详实

的备课、端庄的教态、形式多样

的课堂活动、科学有效的教法，

深深启迪着现场学生的心灵，使

听课教师受益匪浅……教师梁

思思通过“合理吹气球”等游戏

导入，再用观看视频的方式点出

“团队合作”的主题，将主题总结

升华到拔河比赛、文明班级评

比、抗击疫情等生活和学习中，让学生们

明白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教师黄青婷则

通过小组游戏、故事分享、总结讨论等方

式，引导学生认识改善人际关系、宽容待

人的重要性。最终，两位教师凭借巧妙

的课堂构思和生动的教学方法，获比赛

一等奖。

牛肉炖扁豆、辣椒炒茄子、西红柿蛋

汤……10 月 11 日 12 时 10 分，远离石门

县城区 110 多公里的壶瓶山镇中心完

小，498名学生有序排队进入食堂就餐。

2012 年 5 月起，地处湘西北边陲的

石门县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近 10 年来，孩子们吃饱吃

好，家长放心安心。

“科学配餐”全覆盖，让学生吃饱吃好
记者注意到，壶瓶山镇中心完小的

周菜谱公示栏上，每天午餐菜品“花样”

都不相同。

“我县巧借‘互联网+校园食堂’服

务平台，实行科学配餐。”石门县教育局

党组成员、主任督学朱益龙介绍，学校每

周至少要5个荤菜品种、25个素菜品种，

中餐两荤两素一汤，每天都安排鸡蛋。

“智慧食堂”服务平台系统里，可以

随时查看该校每周食谱营养元素分析，

柱状图、扇形图等让供应天数、蛋白质来

源等数据更直观。

“明厨亮灶”全覆盖，让学生吃得放心
怎样让学生吃得放心呢？“完善食品

质量安全监管机制，牢固树立食品安全

‘红线’意识，全县中小学食堂‘明厨亮灶’

覆盖率达100%。”朱益龙介绍，2018年底

前，全县共投资 150 万元，200 多所中小

学校（园）全部建成学校（园）食堂“互联

网+明厨亮灶”平台并投入使用。

10月8日，记者在宝峰街道中心学校

“明厨亮灶”显示屏上看到，储藏室、保管

室、操作间、餐厅等12个部位的情况一目

了然。“实施‘明厨亮灶’，同时建立监控抽

查、实地巡查和问题整改监管机制，从而

‘倒逼’学校食堂从业人员规范操作，学生

食品安全得以保证。”该县教育局勤管办

主任王锋雷介绍，2021 年该县“明厨亮

灶”学校食堂操作违规问题几乎归零。

守住食品安全“红线”和资金安全

“底线”，石门县除了巧借“明厨亮灶”监管

外，还从制度建设、日常管理、监管体系上

“严把关”，确保国家营养膳食补助的“每

一分钱都能放心地吃到学生嘴里”。

此外，石门县所有学校在校内开设

劳动实践基地，或租种、校农合作，根据

时节种植瓜果蔬菜和农作物，让“人少难

开”的中餐丰富可口。同时，注重培养厨

师的安全意识和厨艺，已经连续 6 年举

办面点师培训班，316名工人获得中式烹

饪师技能证书，95名工人获得中式面点

师技能证书。

“10 年来，石门县农村学生人人都

享受到‘免费午餐’。”石门县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世辉介绍，国家“营养改善

计划”普惠了石门农村娃，仅 2021 年下

学期，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 29019

名学生都能不花钱就吃饱吃好。

本报讯(通讯员 邹建花 项

荣) 10 月 10 日，桃江县在桃花

江镇中心学校举行2021年教师

业务知识考试，全县公办和民办

初中、学前教育及特殊教育学校

教师1875人参加了考试。益阳

市教育局教育督导科科长孙华

刚，桃江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县

教育局局长汪小明一行到考点

进行了巡视监考。

教师业务知识考试是桃江

县教育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管

理的三大举措之一，旨在提升该

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加快推进

教育强县、教育现代化建设，形

成学习强师的可持续发展局

面。从2020年组织小学教师考

试开始，桃江县将在三年时间

里，实现全县教师业务知识考试

全覆盖。“只有真正做足课程内涵‘加

法’，做实教学负担‘减法’，我们的‘双

减’工作，才能初见成效，办好让人民

满意教育。”汪小明巡查结束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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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改善计划”普惠石门农村娃

本报讯（通讯员 王小平）着马靴、

穿红袍、戴盔甲，马步扎牢，银枪耍巧

……一个飒爽英姿为国征战的小花木

兰形象立现。近日，益阳市资阳区新

桥河镇河坝小学五年级学生鲁思仪参

加资阳区中小学生艺术（独舞）比赛，

跳完一曲《花木兰》，自信地朝指导老

师比了个“V”的手势。

此次比赛全区学生参与率达90%

以上。其中，42%来自偏远农村学

校。近年来，资阳区为了深化教育评

价制度改革，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全面推动“三起来”活动，通过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综

合素养，让学生基本学会两门体育技

能和一门艺术才能。今年“双减”政策

实施以来，全区中小学校建立了 600

多个学生社团，基本形成了校校有社

团，生生有特长的生动局面。

资阳资阳：：艺术课堂火了艺术课堂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