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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出的地方就有巾帼女性耕耘的足

迹，

有星光的地方就有巾帼女生闪烁的汗

滴。

6 月 3 日，在明媚的晨光中，遂宁高级

实验学校第七届“百佳女生”暨‘十佳校园

巾帼”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在嘹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活动开始，遂宁高级实验学校副校长

何涛宣布第七届“百佳女生”暨“十佳校园

巾帼”评选活动的表彰决定。

随后在《隐形的翅膀》动人心魄的音乐

声中，11 类优秀女生迈着矫健的步伐，带

着美好的梦想踏着红地毯登上主席台，接

受台下数千名师生衷心的祝贺！

一朵朵芬芳扑鼻的枙子花，一叠叠散

发着古典气息的书签，一张张承载荣誉的

奖状，一座座分外耀眼的奖杯，一阵阵热烈

的掌声，373 名优秀女生尽情享受着属于她

们难以忘怀的无尽荣光！

经过遂宁高级实验学校三个月的深入

宣传、层层选拔，从 3000 余名女生中评选出

23 名校园巾帼，373 名优秀女生。她们有干

炼洒脱之美、温文尔雅之美、开朗活泼之

美、聪明伶俐之美、兴趣广泛之美、才艺出

众之美、积极乐观之美、热心公益之美、说

话得体之美、气质出众之美、学业优秀之

美、、、、、、风格不一、各具特色，是遂宁高级

实验学校女生的风采代言人。

因为是女生，她们渴望在花丛中像蝴

蝶一样翩翩起舞。

因为是女生，她们渴望在枝头上像黄

莺一样婉转歌唱。

今天，这些可爱娇美的女生在这个阳

光明媚、鲜花烂漫的日子里，登上舞台书写

耀眼的篇章，绽放婀娜的风光。

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亚说：“如果你在

家教育儿子，就是在教育公民；如果你在家

教育女儿，就是在培养整个民族。而一个

人格低劣、性格怪异、志趣低俗的女子将毁

掉整个家庭，贻害社会”，由此可见，对女生

教育的重视早已成为国内外先贤的共识。

对此，遂宁高级实验学校校长罗爽在

致辞中进一步阐述了学校举办第七届“百

佳女生”和‘十佳校园巾帼”评选活动的重

要意义，进一步强调该校高度重视女生教

育。他说，这项活动的目的在于：充分展示

学校女生的精神风貌，树立先进典型，带动

全体同学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罗爽校长在对学校全体学子的致辞中

希望：牢记学校培养目标，努力成为“品德

高尚有抱负，言行端庄有礼貌，身心健康有

魅力，视界开阔乐学习，意志坚韧勇为先，

复兴民族敢担当的中国人”。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纵横四海笑傲天

涯永不后退。

在铿锵玫瑰的背景音乐中，活动结束，

这些优秀女生的榜样力量将激励遂宁高级

实验学校全体学子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

走得更美…… （全媒体记者 张宁）

铿锵玫瑰绽放校园 榜样力量激励前行
——来自遂宁高级实验学校第七届“百佳女生”暨“十佳校园巾帼”颁奖典礼的报道

获奖学生邓佳园发言

罗爽校长讲话

栀子花和书签是最美的奖品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宁）5 月

31 日上午，全市第三批“村医能力提

升”工程培训班结业典礼在鼎信酒店

举行。本次培训班共 77 名贫困村乡

村医生和 30 名“联村示范卫生室”乡

村医生参加，经考试考核全部合格，

并取得结业证书。全市第三批“村医

能力提升”工程培训班结业，标志着

更多村医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夯实了

全市基层医疗卫生基础。

结 业 典 礼 上 ，市 卫 健 委 党 组 书

记、主任李道丕出席并讲话。市卫健

委副主任李友军宣读了第三批“村医

能力提升”工程培训班优秀教学老师

和优秀学员名单和“村医能力提升”

工程组织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名单。射洪县天齐锂业工会主席张

勇就企业积极投身于我市健康扶贫

三大工程建设作了讲话。

李道丕对天齐锂业大力支持我

市健康扶贫三大工程表示了衷心的

感谢。希望圆满结业的村医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带着本次培训获得

的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能，做一个

政治过硬的村医，做一个医德高尚的

村医，做一个本领高强的村医。要结

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千三大”活

动，以更高强的业务水平和医德水

平，积极投身于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等这一伟大事业中来。

织密全市医疗服务网络，提升基

层医务工作者能力尤为关键。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市第三批“村医能

力提升”工程培训工作，市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印发了《遂宁市健康扶贫专

项 2019 年实施方案》，将“村医能力提

升”工程作为了 2019 年健康扶贫重点

工作。市卫健委党组高度重视，对培

训内容、课程设置、培训安全、后勤保

障、资金使用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

究。各县（区）卫健局派专人跟队、严

格管理 ,密切注意学员的学习和思想

动态，确保了学员学习效果。自开班

以来，全体学员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

会，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学习热情，充

分展现了乡村医生的良好精神风貌。

通过领导讲政策、专家讲理论、

村医谈体会，提升了全体学员对健康

扶贫重要性的认识，提升了对基层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信心，提升了乡村

医生业务水平。通过专家的讲授和

学员的亲身体验，全体学员对医学知

识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掌握了医疗

活动中一些新理论、新理念、新方法

和新手段 ;进一步掌握了临床基本技

能、基本操作和问诊技巧，为今后提

高医疗质量、改善治疗效果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全市第三批“村医能力提升”工程培训班结业

村医能力提升夯实基层卫生基础

“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市城

区各医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

动，让小朋友们度过了愉快而有意

义的节日。

市中心医院

5 月 11 日，市中心医院关工委

组织了 35 名医护子女，在爸爸妈妈

的陪伴下参加了“传承世界非遗·健

康快乐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

参观了解瓷器文物及遂宁地方文化

之后，还学习了制瓷技艺。

在医院工会的组织下，6 月 1 日

一大早，百名医护人员带上一家老小

来到博济产业园，在这个属于快乐的

日子里，一同享受珍贵的亲子时光。

市第一人民医院

5 月 29 日，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

长谢颖带领院关工委的“爱心父母”们

前往仁里镇常林小学看望结对帮扶留

守儿童。“爱心父母”们不仅给孩子们

带去了他们精心准备的礼物，书包、学

习文具、节日卡片等，更重要的是和孩

子们进行了亲密的沟通交流，充分了

解孩子们的家庭情况和在校的学习、

生活情况等，充分让孩子们感受到他

们的关心与关爱。

活动首先由医院儿科的医护工

作人员为留守孩子们做免费的公益

体检，再则是每一位爱心爸爸爱心

妈妈为对接的 8 名孩子赠送精心准

备的六一礼物，最后由谢颖、郝维华

为小学赠送书籍。

市第三人民医院

5 月 30 日下午，由市第三人民

医院儿科、妇委会共同举办“健康守

护、快乐相伴”——庆“六一”亲子联

欢会在学术厅举行。船山区妇联办

公室主任何璐羽来到医院和小朋友

欢庆六一儿童节，并为小朋友送来

了节日的祝福，儿科主任黄玲玲为

大家带来“儿童健康知识小讲座”。

活动邀请了之前在儿科就诊过

的小朋友们，他们曾受到病痛伤害，

如今他们已经长成活泼可爱、聪明

伶俐的小精灵。遂宁悠贝阅读亲子

体验馆的姐姐们带来精彩有趣的绘

本儿童剧《阿迪和朱莉》，儿科护士

带来舞蹈“海草咖喱洗手舞”，主治

医 师 熊 蜀 明 为 大 家 带 来 魔 法——

“变变变，魔术表演”。

亲子互动环节，宝爸宝妈们现

场学习和操练婴儿抚触操、被动操，

幼儿组的小朋友现场作画，整个活

动在《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合唱中落

下帷幕。

（全媒体记者 黄尧）

特别的爱送给少年儿童
高考季
心理医生教您放松

高考季，如何缓解心理压力？市

中心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张晓莉教

你放松心情。

急性焦虑发生的时候应深呼吸，

出现压力时候，首先需要让自己冷静

下来，屏住呼吸可以抑制神经的兴

奋。正视当下，正念放松训练。正念

训练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尝试着从

网上学习，也可以找专业的医生进行。

保持好平衡状态。对于高三学

生来说，不会一下被压垮，所以在早

期整个人平衡状态被频繁的打破，而

不能像正常状态慢慢修复，或者需要

更多的时间或精力来修复平衡时，我

们需要警惕。父母在发现孩子有这

些倾向的时候，也应当尽早的重视，

引导孩子疏解情绪。

（全媒体记者 黄尧）

健康 大家谈

本报讯（陈余 全媒体记者 黄
尧） 5 月 28 日—5 月 31 日期间，市

卫监支队开展了学校卫生监督专项

检查，对市直管高考考点、食宿点进

行专项督导检查。通过开展专项检

查，抓好校园食堂安全，确保 2019
年高考工作顺利进行，保障师生健

康。

本次专项行动，由副支队长刘

德林带队，共计出动监督员 48 人

次，车辆 15 台次，对辖区内遂宁中

学、遂宁二中等 5 个考点、6 个校内

住宿点以及遂宁明星康年大酒店等

4 个校外高考食宿点进行了检查。

执法人员现场指导学校如何做好传

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控制，

督促学校加强管理，落实各项卫生

管理制度，建立卫生应急保障预案，

采取措施消除卫生安全隐患，有效

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发现

传染病疫情必须立即向上级卫生主

管部门报告，同时开展消毒灭菌工

作，及时控制疫情扩散。对本次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下

达了监督意见书，并将问题情况及

时函告市教体局，力求高考期间各

考点考试工作顺利进行，各住宿点

卫生安全得以有效保障。

市卫监支队
开展学校卫生监督专项检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晓艳）
近日，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市

城区政府机关公厕、市直医疗机构

公厕等公共场所张贴艾滋病防治宣

传画，呼吁广大市民自觉养成健康

行为习惯，并积极参与到艾滋病防

治活动中来。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艾滋病预防知识，根据《遂宁市艾滋

病防治工作方案（2018-2020 年）》要

求，我市将集中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中

旬，在公厕、小区电梯间、大型宾

馆、商场等公共场所常年张贴艾滋

病防治宣传画。据悉，此次防艾知

识宣传进公共场所活动，将张贴宣

传画 1500 份，覆盖单位 300 余家。

防艾知识宣传进公共场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曦）6
月 1 日，遂宁市中心医院河东分部门

诊正式开诊，新增 20 个专科门诊。

目前，市中心医院河东分部门

诊共设立 20 个专科门诊，包括：骨

科、胸外科、神经外科、脑血管病

科、胃肠外科、肝胆外科、 泌尿外

科、乳腺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

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肾内科、肿瘤科、风湿免

疫科、内分泌代谢病科、全科医学

科、中西医结合科、伤口造口门诊、

静脉置管室。

据了解，市中心医院河东分院

自 2014 年正式运行以来，在改善和

提升服务的同时方便了不少河东片

区的居民。而随着河东分部门诊的

正式运行，河东分院的功能得到进

一步完善。河东分部增设的专科门

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预约

挂号就诊，所有检查检验均可在河

东分部一站式完成。

市中心医院河东分院门诊开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