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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亦慰）5月
17日下午，2021年我区建设“两个机关”
暨机关党组织书记综合能力提升班开
班仪式举行，旨在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推动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全
面过硬。

据悉，此次培训时间共计五天，邀
请浙江省高校具有丰富经验的教授、省

内学者型政府领导专家授课，结合学校
学科力量和浙江省机关党建等工作的
创新案例，帮助学员解读当前培训热
点、难点问题，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
精神、务实服务的新一代专业复合型人
才，以适应我区不断发展的机关工作需
要。

开班仪式上，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副

书记、纪检监察工委书记赵卫就我区清
廉文化进机关相关工作进行指导教学，
从认清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和携手推进
反腐倡廉工作两个方面，以“坚定不移
全面从严治党 携手推进反腐倡廉工
作”为题，给台下“学员”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清廉课。

加强对党支部书记的培训，是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
措。会议要求，各党支部书记要进一步
增强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
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责任意识，
全面了解掌握党支部的业务范围、工作
程序和工作方法，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
履职能力，做一名讲政治、守纪律、懂党
务、善谋划、有激情、敢担当的党支部书记。

建设“两个机关”暨机关党组织书记综合能力提升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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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丁建萍 全媒体记
者 何家欢）吹着空调，吃着火锅，想想
就很满足。可谁曾想，吃着吃着就晕
了，好好的一场欢聚，变成了组团逛医
院……5 月 13 日晚，家住横街镇的杨
某、张某、蒋某等一行 6人，在家关窗关
门开空调，围着炉子烧火吃四川土火
锅，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来到台州博爱
医院医共体急诊科就诊，并进行高压氧
治疗。

“当时我已经晕过去了，醒来后，赶
紧带其他几个也过来看看。”其中一名
男子说。

据了解，到该院急诊科就医的 6人
中，其中 1名男子和 1名女子情况较为
严重，出现神志模糊、站立不稳的情况，
另2名女子虽然头痛，但是能够忍受，四

人随即被送往高压氧科治疗。其他两
人轻微不适，稍作休息便自行回家了。

“平时我们生火做饭特别小心，生
火炉时都会开窗，等火炉灭了才敢睡
觉。这两天天气热，想着开空调吃火锅
会更爽快一些，一顿火锅也没多长时
间，总以为没事，结果却进了医院。”杨
某懊恼地说道。

该院急诊科主任周未林解释，一氧
化碳（CO）中毒是指含碳物质不完全燃
烧时的产物CO 短时间内经呼吸道吸
入引起中毒的一种疾病，轻者可表现为
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心悸、四肢无
力。CO为无色、无臭、无刺激性气体，
初期中毒时常不为所觉，当意识到已发
生中毒时，往往为时已晚，因为支配人
体运动的大脑皮质最先受到麻痹损害，

使人无法自主运动，此时，中毒者头脑
中仍有清醒的意识，想打开门窗逃出，
可手脚已不听使唤。所以一氧化碳中
毒者往往无法进行有效自救，若早期不
能及时被发现，便会出现昏迷、呼吸抑
制、肺水肿、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死亡
等重症表现。

“一般来说，一氧化碳中毒最有效
的方式就是采用高压氧舱来治疗，吸纯
氧40分钟才会有效，会使病人的身体损
害小一些。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压氧治
疗时间会随着病程的严重程度而不同，
轻度患者通常高压氧治疗的时间在3-5
天左右，中度中毒患者建议高压氧治疗
的时间在 7-10天左右，重度患者应在
15天甚至 15天以上，才能保证一氧化
碳中毒在体内释放和代谢完毕。”该院

高压氧科主任王万里介绍说。
王万里提醒，急性CO中毒重在预

防，市民需加强生活安全用煤用炭意
识，谨防CO中毒。同时，冬季取暖首
选电器产品，确需煤炭取暖要安装烟
囱，及时开窗通风；不在密闭的室内烧
烤、涮炭火锅；密闭的厨房需注意排风
系统是否通畅；定期维护煤气管道，防
止管道老化、漏气，烧煮时防止火焰被
扑灭；不使用淘汰、直排热水器，不将热
水器安装在浴室内；开车时不要让发动
机长时间空转，不要躺在车窗车门紧
闭、开着空调的汽车里睡觉。

王万里表示，当遇到 CO 中毒时，
首先要开窗、开抽风机，迅速把患者搬
离中毒环境，第一时间送至医院急诊
科，以免耽误病情，出现迟发性脑病。

夏日火锅虽好 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潘璐萍）“你好，吴师傅，今
天我们和相关单位过来，对你的作物进行抽检，需要
到大棚里选取一些样本。”日前，驻路南街道的市派农
村指导员季家冉与路南街道农办工作人员，陪同区农
业农村和水利局一行人来到永福村某种植户种植区
域，开展农副产品抽样检测。

2021年4月，台州市金融办工作人员季家冉被派
驻到路南街道担任农村指导员。为了快速掌握、熟悉
当地的农业工作，季家冉与路南街道农办工作人员上
田间、入农户，满腔热情地与村民拉家常、交朋友。

“每年，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工作人员都会到田
头，对农民的作物进行抽检，既可以了解作物的生长
情况，也能保障农副产品的食品安全。”在抽检过程
中，季家冉认真地向农户介绍此次工作的重要性。

农副产品是老百姓必不可少的餐桌食品。农户
种植作物之时，一定要牢固树立食品安全意识，以反
向溯源的思想、态度和职守落实好食品安全“第一责
任人”的职责与使命。

当天，一行人共抽取了7家农户共计二十多样蔬
菜品种。

“来到新的‘岗位’，我觉得既是一种历练，更是一
种挑战。”季家冉说，他现在积极投入到工作中，配合
街道当下的重点工作，深入基层，做好调研，助力工作
有序开展。

季家冉介绍，他还是西夏新村的驻村干部，走上
岗位后，多次到该村调研，与村干部沟通，了解村里发
展情况，多为村庄办实事。

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了解到，目前，路桥
区共有 10位市派农村指导员，正活跃在各个镇（街
道），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中。

“农村指导员的到来，进一步拉动了村庄的发
展。”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沈坚说，
接下来，该局会认真做好协调与沟通工作，助力各位
市派农村指导员迅速了解所驻镇（街道）的农业工作
事宜，帮助他们尽早发挥促进农村建设的“桥头堡”作
用，助力乡村振兴。

架起“三农”工作连心桥

□本报通讯员 张莎莎

黄文雅，中共党员，1998年参加公
安工作，现为桐屿派出所社区民警。曾
获评区公安分局十佳党员，并多次获得
嘉奖。

黄文雅，光听名字就感觉她“温文
尔雅”，但其实，她是一位善谈、干练的
资深内勤女民警。

1998年入警的她，曾在路北派出所
当了 13年的内勤民警，2011年被调到
区公安分局干部科，一干就是 9 年。
2020年 7月，勇于挑战的她积极响应分
局党委下基层的号召，主动请缨担任了
桐屿派出所社区民警，成为全局为数不
多的社区女民警。

一切从走访开始
2020年7月27日，黄文雅正式在社

区上岗。这个特殊的日子，她记得特别
牢。那天早上，桐屿派出所所长李荣把

她送往“责任田”，一路上，李荣察觉到
她的压力，尽量给予宽慰：“不用这么紧
张啊，放松点放松点。”

从警以来，黄文雅做的都是内勤工
作，对于社区工作，可以说是一片空
白，想要做好却无从下手，对于生性要
强的她，有压力是难免的。

虽然接手社区工作时间不长，黄文
雅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其中的酸甜
苦辣。

新盛佳苑是拆迁村的安置房，因为
是新安置小区，还存在着许多地权纠
纷，居民利益诉求较多，加上有很多空
置、出租、转卖的房子，人员流动快，底
数变动频繁，相对于其他村居来说较为
复杂。

为了精确详细了解片区情况，黄文
雅从零开始，经常请教同事和村干部，
并利用全国人口大普查的契机，很快将
社区每户人家走了个遍。

她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走访一幢房

子，搞清每户人员信息，以及房屋是否
转卖、是否出租等情况，及时更新、补录
数据、一一登记在册……黄文雅没有一
刻停歇，因为她知道，只有保持信息的
鲜活，才能使基础工作发挥最大的作
用。

社区来了个“黄警官”
其实，刚开始走访时，片区很多人

连门都不开，但黄文雅并不气馁，反而
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她给
自己定下目标，既要让自己熟悉社区的
一草一木，也要让社区里的群众熟悉
她，知晓她。

通过总结分类，黄文雅以每幢楼为
单位，建立了13个档案和一本厚厚的台
账，翻开这本台账，片区多少家工地、多
少家出租房、多少流动人口、一幢有几
户、一户有几人……辖区情况一目了
然。

“不下社区就摸不到情况，信息不
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得到的。”黄文雅
经常这样提醒自己。她说：“作为一个
社区民警，如果只坐在办公室里，或是
只在村里转转，不深入到群众家中聊聊
天，不坐一坐，不谈谈心，是不可能了解
到真实情况的，更谈不上和群众心连
心。”

她经常与群众拉家常，帮群众跑跑
腿、干干活、交交心，经过四个月的努
力，无论是辖区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
五六岁的孩童都知道社区里来了个“黄
警官”。

“将心比心”化解矛盾
要想辖区平安，除了压降发案，矛

盾纠纷调解和预防“民转刑”案件发生
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王丽（化名）是新保村的村民，2001
年离婚后，户口独立在村里，但跟前夫
黄兵（化名）因村里利益分配问题摩擦

不断，矛盾很深。此前，王丽也一直不
断地在向村里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得
到解决。

黄文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联
系了王丽。第一次接触这种涉及经济、
家庭纠纷类调解工作，她心中难免有一
些紧张，但她深知矛盾一日得不到解
决，双方的怨气只会日渐加深。

为尽快调解纠纷，黄文雅做足了功
课，多次走访新保村干部、群众，了解矛
盾纠纷的由来和问题症结所在，并一次
次和双方当事人促膝谈心，还专门把王
丽和前夫黄兵请到了派出所，和社区干
部一起进行调解。但是事情并没那么
顺利，几次调解都以失败告终。

没过多久，黄文雅被暂调到分局工
作一个月，但她始终关注着王丽的事
情，时不时发信息给王丽和黄兵了解情
况，并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和双方当事
人及村干部面对面反复沟通，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进行劝导。

渐渐地，两人被黄文雅的真情所感
动。最终，在黄文雅的见证下，这起长
达十余年的矛盾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
双方达成了和解。

“纠纷调解只要做到以情待人、将
心比心、换位思考、不偏不倚，找准诉求
平衡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黄文雅
说。

从基层中来，再到基层中去。从警
23年来，黄文雅默默无闻，把人生最美
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公安事业，相信
她在基层这片热土里，一定能继续开辟
属于她的“新天地”！

黄文雅：社区里的警务女管家
本报讯（通讯员 管一锦）“在家

附近的药店就能免费体验量血压，真
方便!”来自新桥镇的蒋女士对瑞人
堂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桥药店
建成的民生药事服务站连连点赞。
近日，我区建成 4 家民生药事服务
站，为群众提供“一站式”高质量药学
服务。

据悉，民生药事服务站建设是浙
江省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确立的

“十大民生实事”之一。药事服务站
以零售药店为主体，为群众提供线上
线下合理用药咨询、个人药物使用档
案、安全用药知识讲座、中药打粉及
切片、个人自用医疗器械使用指导等
公益性服务，同时还配备执业药师，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的用
药用械咨询服务，满足群众知药、懂
药、购好药、会用药的需求。

据了解，民生药事服务站建设分
为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三个等级，
此次全区 4家民生药事服务站均按
三星级标准创建，可为群众提供用药
指导、用械指导、自助测血压、药品拆
零销售等至少10项药事服务项目。

“前期，我局坚持‘便民、利民、惠
民’和‘安全、规范、长效’原则，对辖
区药店排摸筛选，选择 4 家信用较
好、管理规范，且具有一定药师服务
基础的优质零售药店，作为民生药事
服务站的建设主体。在严格药品、医
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的基础上，按照
统一标识标记、统一设置标准、统一
药事服务项目等要求，加强指导规
范，努力把民生药事服务站打造成为
民履职、为民办事、为民服务的‘金名
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该局将充分延伸药事服务站的服务触角和服务范围，
将药事服务站建设与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24小
时“网订店送”药房建设相结合，发挥叠加效应。

日前，我区交警走进路南街道中心
幼儿园，与小朋友现场互动，通过在西瓜
上画交通安全、给西瓜戴安全头盔等简
单趣味的活动，对小朋友进行直观的交
通安全教育。

本报通讯员 蒋友亲 摄

交通安全进校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家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周年，进一步培养青少年的爱党爱国情怀，
以红色经典诵读的形式抒发青少年对党的热爱，对优
秀共产党人的崇敬。5月 18日，区青少年“红色百年
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之红色经典诵读大赛在台州市
南官小学举办。

“我骄傲，我是中国的娃……”“9岁的他没有想
到，走出这个门……”金清镇实验小学的《歌唱英雄王
二小》、蓬街私立小学的《画出个中国梦》、南官小学的
《枸杞红了》……台上学生们高昂的情绪充斥着礼堂
内每一个角落，不同形式的朗诵精彩上演，为前来参
观的市民献上了一份丰富的红色大餐。

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本次诵读大赛以“红色
经典诵读”为主题，参加对象为全区小学的在校在籍
学生，分低年级组（一、二、三年级）和高年级组（四、
五、六年级），以团队诵读形式参与比赛，获得各组别
的冠军队伍可以进入市决赛。

据悉，本次大赛是我区教育系统“童心向党”主题
教育系列活动之一，区教育局“童心向党”主题教育系
列活动通过“三课”“三建”“ 三践”的方式，从思想、行
动、情感上激发中小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
热情，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让“四
史”学习在校园内开花。

“今天的朗诵比赛太好看了，尤其是学生们饱满
的感情，动人的情感，
让我感受到了革命英
雄那坚定不移、不怕牺
牲的红色精神。”前来
观看的王阿姨说道。

诵红色经典 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