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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5 月 14
日，大英县育才中学、大英中职校在学校

操场举行了“青春心向党·奋斗正当时”

第八届校园艺术节文艺汇演。

伴着开场舞《五月的鲜花》的蓬勃朝

气，校长徐景慧寄语青年学生珍惜青春

年华，抓住机遇，在学习、奉献、奋斗和创

造中领悟青春的瑰丽、人生的真谛和生

命的价值，不辱使命、不负期望，努力奔

跑，争当伟大时代追梦人。

围绕“青葱岁月·你我同行”“青春筑

梦·行远思恩”“青春不怡·扬帆起航”“青

春无悔·收获希望”四个篇章，整场文艺

汇演精彩纷呈、高潮不断。诗朗诵《我骄

傲我是中国人》展现了中华民族为实现

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梦不懈追求的决心，

表达了学校学子对伟大祖国的赤忱之

心；男子群舞《卓筒天地竹》，是学校学子

对大英“千年盐井”文化的献礼，是文化自

信的体现；师生合作《芳华》《咏莲》《乐队

演唱》等歌舞，展示学校师生教学相长、活

力无限，体现学校幸福和谐校园文化精

神；“9+3”同学们带来的民族风情舞蹈和

歌曲，自信且有感染力，引得阵阵欢呼；而

音乐社团和礼仪社团学生的专业表演，更

令现场沸腾。此外，大英县社区教育学院

跆拳道、太极拳 2 支专业队伍的助力更

是让整个晚会锦上添花、大放异彩。

晚会在气势磅礴的群舞《盛世花开》

中落下帷幕。

陈立国督导全县 2019年高考准备工作

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佳利）5 月 15 日，副县长陈立

国先后到育才中学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县教育体育局

考试指挥中心、县招考办保密室、大英中学考点指挥中心

等地，实地督导检查全县 2019 年高考准备工作。

每到一处，陈立国详细询问各点位设备安装、测试调

试情况。陈立国指出，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举措，

关乎所有考生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教育的公平正

义、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政治工程、政府工程、教育工程和

民生工程。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高考安全放在第一

位，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细化工作，各司其职，无缝

对接，确保万无一失；要抓好考务管理工作，认真考虑高考

工作的每个细节，紧盯重点、精心部署，确保圆满完成高考

各项任务；要做好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特别是考点及

周边环境安全，考点和考生集中食宿点的水、电等后勤供

应，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省体育局省公安厅联合检查组到大英检查射
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资格核查和枪弹安全工作

规范制度 加强查验 确保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5 月 17 日，由省体育局牵

头，联合省公安厅组成的检查组，到大英检查射击竞技体

育运动单位资格核查和枪弹安全工作。

当天，检查组一行到大英县射击馆参观了射击馆基础

设施建设，认真查阅了枪弹存取、领用、保管的原始记录，

核查了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资格。

检查组希望，大英要按反恐防抢的要求，进一步加强

枪弹保管室的硬件建设；要规范运动枪弹管理制度，层层

落实枪支弹药安全管理责任制，逐项明确安全操作流程和

管理要求，确保运动枪弹在购置、运输（携运）、调剂、使

用、保管、维护等各个环节的安全；要加强运动枪弹查验管

理，建立详细的登记管理台账，切实做到底数清楚、账物相

符；要强化涉枪人员管理教育，完善运动枪弹保管设施，确

保枪弹管理不出一丝一毫差错。

县交警大队

排查校车交通安全隐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近日，大英县交警大队

组织民警到七彩幼儿园对校车进行了交通安全隐患排查。

检查中，大队民警首先对校车制动，灯光、转向和轮

胎等安全技术性能以及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安全设

施配备情况进行严格检查。其次对校车驾驶人资质、行车

路线等信息逐一核查。

检查后，检查人员还组织幼儿园负责人和校车安全管

理员、校车司机、跟车老师座谈，通报了近期全省校车交通

安全形势，督促校方要认真贯彻执行《校车安全管理条

例》，切实加强校车安全管理；校车驾驶员要严格遵守交通

法律法规，务必时刻紧绷“安全第一，宁等三分，不抢一

秒”的安全弦，切实从源头上做好校车事故预防工作，全力

保障学生接送安全。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陈波） 5 月

9-10 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县中小学艺

术教师队伍建设，大英县教育和体育局举

办了 2019 年音乐、美术青年教师基本功

比赛。

本次比赛分为美术（手工制作）和音

乐（舞蹈、器乐、自弹自唱、合唱指挥）两

个组别进行。美术组比赛在天星幼儿园

舞蹈室举行，共 42 位选手参赛；音乐组比

赛在大英县教体局六楼会议室举行，共

99 位选手参赛。经过激烈角逐，美术组

共评出一等奖 9 名、二等奖 13 名、三等奖

17 名，音乐组共评出一等奖 22 名、二等奖

29 名、三等奖 38 名。

通过本次比赛为艺术教师搭建了一

个展示自我、相互交流的平台，对促进我

县艺术教师专业素质发展、推进全县中小

学艺术教育教学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陈波） 5 月

15 日，县教育党工委在县教体局六楼举

行了教体系统“知党恩·感党恩·报党

恩”暨“不忘初心、立德树人”师德师风

演讲比赛。

从六个学区复赛脱颖而出的 15 名

选手，围绕“知党恩·感党恩·报党恩暨

不忘初心·立德树人”主题，有的用饱含

深情的语言回顾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翻身图强的峥嵘历史，述说新中国建设

发展的沧桑巨变，展现着中华崛起的壮

美画卷；有的以身边的人和事为题材，

讴歌优秀教师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热爱教育、忠于职守、关爱学生的先进

事迹和奉献精神。隆盛小学蒋继周老师

的《不忘初心，立德树人》，隆盛初中涂

金羽老师《追寻初心，为梦前行》不仅带

给了听众美的享受，形成了强大的正能

量，还激励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树

立高尚师德，也深深打动了评委和在场

的所有老师。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比赛评

出一等奖 3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7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5 月 16
日，大英举行第二届中小学生乒乓球比

赛。全县 51 所中小学校共 400 余名中小

学生参与角逐。

赛场上，小选手们横拍、直拍、削球、

扣球、旋转等技术运用娴熟，比分交替上

升，多回合拉锯的精彩场面不断涌现。

整个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打出了气

势、打出了特色。参赛学生个个精神饱

满、拼搏进取、尽情挥洒汗水，在享受比

赛的同时，用顽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

充分展示了全县中小学生良好的运动素

质和精神面貌。

第二届中小学生乒乓球大赛深受全

县各中小学校师生们的关注和喜爱，为

喜爱乒乓球的各中小学生提供了展现自

我的平台。

青春心向党 奋斗正当时

县育才中学大英中职校举行文艺汇演

大英县教体系统举办师德师风演讲比赛全县音乐美术青年教师
比拼基本功

大英举行第二届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

综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 近日，由

县卫健局主办，县人民医院承办的“5·12”
护士节护士技能竞赛举行。全县卫生健康

行业 22支代表队、43名选手参加竞赛。

本次竞赛活动以“弘扬南丁格尔精

神 彰显白衣天使风采”为主题，县卫健

局负责人希望广大护理工作者铭记南丁

格尔对护理事业发展的业绩和贡献，倡

导和弘扬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

义精神，秉承光荣传统，为促进患者康

复、减轻痛苦，为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次竞赛分为简易呼吸球囊操作、

无 菌 技 术 操 作 、徒 手 心 肺 复 苏 三 个 项

目。每名选手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各自竞

赛项目。评委们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根据标准从操作准备、操作规程、质量评

定三方面对每位选手的表现进行评分。

县人民医院冯静、瞿珊和中医医院漆娟

分别获得徒手心肺复苏、无菌技术操作、

简易呼吸球囊操作一等奖。

本报讯（胡新明 全媒体记者 成红
月）“你的血压偏高”“ 母乳喂养对小孩、

妈妈和整个家庭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碘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

营养素”……5 月 15 日，由县卫生健康

局、县妇联、县计生协会、县妇幼保健

院、县中医医院、县疾控中心、蓬莱中学

等 7 家单位参与开展的母亲节、国际家

庭日、母乳喂养日、碘缺乏病防治日、营

养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大英县城区朝阳广

场举行。

活动现场，各参与单位通过悬挂横

幅、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册、解答群众

疑问、测血压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普及

碘缺乏病、肠道传染病防治、近视预防

知识和全面两孩政策，告知群众如何科

学补碘、母乳喂养、科学健身运动，宣传

优生优育、疾病防治等知识，医务人员

还现场免费为群众提供测量血压等健康

服务。

整 个 活 动 接 受 群 众 咨 询 300 余 人

次，提供义诊服务 130 人次，发放健康知

识、两癌筛查等宣传手册 1000 余本、家

庭发展折页 300 余套，发放围裙、手提袋

等宣传品 1000 余份，发放避孕药具 300
余盒。

县卫健局
开展锄草助农活动

本报讯（胡新明 肖井国 全媒体记

者 成红月）5 月 17 日，大英县卫生健康

局机关二支部和县计生协会组织党员和

会员群众 23 名，来到结对帮扶的河边镇

金灵村柠檬产业基地开展锄草活动，助

力该村脱贫攻坚。

活动现场，因椎间盘突出才出院一

个月的党员衡昌明，不顾疼痛，毅然参

加锄草；个别党员和会员双掌磨起了

泡，依然不怕疼、不怕累。大家你追我

赶，经过 3 小时的努力，3.3 亩基地的杂

草全面清理。

锄草活动结束后，大家在交流活动

心得时纷纷表示，今后要多参加支部活

动，多开展一些惠民帮民行动，用实际

行动诠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会员的

示范带头作用，充分展现党员和会员敢

于担当、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县人民医院开展“早期
胃癌防治筛查”义诊活动

本报讯（邹章丽 全 媒 体 记 者 成红
月）5 月 17 日，县人民医院在门诊楼前广

场开展了以“发现一名、拯救一名患者，

幸福一个家庭”为主题的早期胃癌防治

筛查义诊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现场问卷调查、免费

测量血压、发放疾病相关健康教育宣传

单等形式为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

并为 25 名高危患者进行免费抽血筛查。

活动使广大群众不仅了解了癌症的

相关知识，还让每一位参与的群众真正

认识到了防癌的重要意义，提高人民群

众对癌痛疾患的科学认知及自我管理能

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5月 16日，

县卫生健康局在县人民医院召开 2019年艾

滋病防治工作会，传达省、市艾滋病防治工

作会议精神，分析艾滋病防治疫情形势，安

排部署 2019年艾滋病防治工作。全县卫生

健康系统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政治

担当，压实工作责任，充分认识艾滋病疫

情的严峻形势，坚定防治工作信心，扎实

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要以“三线一网

底”为抓手，提升“三线”管理及业务能

力，确保“三线一网底”管理体系高效运

行。要进一步强化工作保障，夯实艾滋

病防治基础设施。加强疾控中心、县医

院、妇幼保健院硬件设施建设，加强培养

和引进高水平专业人才，积极引进先进

的医疗监测设备，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

工作经费保障。各医疗机构要在认真履

行职责的基础上，扎实做好艾滋病预防

控制各项工作，为保障广大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英县加强草地贪夜蛾查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亮）5 月 17 日，大英县召开草

地贪夜蛾查控工作专题会。

会议对草地贪夜蛾的识别、危害和防治方法进行讲解

培训，并对全县草地贪夜蛾查控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全力抓好监测预警和防控技术措施落地

落实，各镇乡要坚持全面普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系统监

测与农户观测相结合，组织精干技术力量和有识别能力的

农户开展拉网式排查，全方位监测，做到县不漏乡、乡不漏

村、村不漏组、组不漏田。严格执行周报制度和重大灾情

实时报告制度，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要认真

做好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控保障工作，强化组织领导，落实

应急防控责任。强化物资保障，持续推进防控工作。强化

督导检查，确保防控取得实效；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

广泛宣传草地贪夜蛾发生危害的严重性和防控必要性，宣

传普及草地贪夜蛾相关知识，保障全县粮食安全。

大英县开展卫生知识系列宣传

大英县举行护士技能竞赛

县卫健局召开 2019年艾滋病防治工作会

2019年全县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动员
部署暨兜底保障业务培训会召开

增强业务技能 提升服务品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亮）5 月 16 日，县民政局组织

召开 2019 年全县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动员部署暨兜底

保障业务培训会。

会上，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 2019 年全县农村低保专

项治理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股室相关负责人对残疾人两

项补贴、高龄补贴、基层政权、社会事务及针对低保、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等相关工作作了讲解。

会议要求，各部门人员要增强业务技能，提升服务品

质，以创新的思维来解决民政工作中的矛盾与问题，使民

政政策更好地落实到基层；要改进工作作风，树立良好印

象，强化监督责任，坚决纠正农村低保工作中“四个意识”

不强、责任不落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为今

后大英县农村低保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县就业局
助力农村贫困残疾人就业

本报讯（胡昌建 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 5 月 19 日，县

就业局与县残联一道，在大英县朝阳广场开展第 29 次全

国助残日暨就业帮扶活动。

本次活动组织用工企业 10 家，发放求职信息登记表

100 余份，达成用工意向 12 人；同时向残疾人群体宣传了

就业政策。县就业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县就业局将开

发更多适合贫困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建立帮扶贫困残疾人

就业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