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为

增强基层计划生育干部业务技能，全

力推动计划生育事业创新 发 展 ，17
日，市卫计委组织召开了全市计划

生育专题工作会议。各县（区）卫生

计生分管副局长以及相关股室，各

乡（镇 、街 道）卫 生 计 生 办 主 任 ，市

计划生育协会、市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管理站负责人等 170 余人参加会

议。

市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道丕

对近几年全市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给

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在各级各部

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市实现了传统人

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人口再生产类

型的转变，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

有效控制，资源、环境压力有效缓解，

妇女儿童发展状况极大改善，人口素

质明显提高，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

社会进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了坚实基础。他表示，当前，我市计

划生育工作还存在不少短板，各级各

部门要清醒认识新形势下计划生育

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立足全

局，准确研判计划生育工作新形势；

抓住重点，开创计划生育工作新局

面；改革创新，全面建立计划生育工

作新机制；加强领导，推动计划生育

工作新发展。

李道丕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

计划生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全市计划生育工作者要

振奋精神、务实创新，不断开创计划

生育工作新局面，为生动践行“富民

强市七大提升行动”当好探索者、实

践者，为“决战决胜全面小康，建设

绿色经济强市”贡献卫计力量，以优

异 成 绩 迎 接 党 的“ 十 九 大 ”胜 利召

开。

专题会议通过以会代训的形式，

安排部署当前计划生育工作，培训了

奖励扶贫、特别扶助工作规范，以及

奖励扶贫、特别扶助政策，培训了计

划生育协会业务知识。

教师档案：
何俊梅，女，大专学历，小学高级

教师。现任 3·9 班主任及语文老师，

从教 20 余年，历任班主任，15 年毕业

班。18 年私立学校经历，学生遍布全

国每个省市。

教育格言：
做 良 心 教 育 ：不 愧 对 每 一 个 孩

子，不偏袒每一个孩子。做自主教

育：自立自强，自信坦荡。做幸福教

育：快乐享受学习生活。做长远教

育：为孩子终身发展考虑，不局限眼

前分数，不计较个人得失。

我 爱 卓 同 ，这 不 是 一 句 空 洞 的

话，我用行动践行我的挚爱。卓同建

校第一天，我就踏上了这片热土，从

此，我就再也无法与他分割。

三年前的八月，卓同校园在遂宁

大地巍然崛起。然而，大楼内部却遍

地狼藉，水泥块、石灰浆、建筑垃圾随

处可见，墙壁上也是斑斑驳驳。我和

那一群最初的卓同战友，在每一个楼

道里挥洒我们的汗水，哪里有泥浆，

哪里有砖块，哪里就有我们的铁铲，

哪里就有我们的扫把。一天下来，汗

水浸泡了衣服；两天下来，血泡布满

了双手；三天下来，筋骨快要累断。

然而，我们依然笑语盈盈，我们依然

干劲十足，我们更加热爱校园，因为，

这是我们自己的校园。

九月，迎来了我们的第一批卓同

学子，他们就如那刚出土的卓同校园

一样，需要我们打磨，需要我们雕琢，

需要我们滋润，三年来，我的 6.5 班从

最初的 21 个人，变成了毕业时的 37
个人，我的 6.5 班，从最初的家长挑剔

到毕业时的人人赞颂，我的 6.5 班，入

读卓同时，不及格的比比皆是，毕业

时位居安居区第三名，而 6.5 班的前

面，仅仅只有两个小博士班，我的 6.5

班，升入卓同初中的人数高达三十

三。

三年来，我把我的亲儿子转到了

咱卓同，一个月，青春期叛逆不已的

儿子，再也不和我对着干了，再也不

把我气哭了，再也不会跟亲朋好友疏

远了。阳光大气的他在校园的每个

角落，都能让妈妈感到闪光，感到荣

耀了！明年我儿就将高考，我坚信，

他也一定让我、让卓同感到自豪的。

三年来，我把我的干儿子、干女

儿也举荐进了卓同当老师。两年多

来，我们为卓同招生，小学生、初中

生、高中生、补习生、遂宁的、蓬溪

的、射洪的、乐至的、资阳的、绵阳

的、成都的 ...... 渐渐地，卓同迎来了

3600 多名全国各地的学子。

三年来，我还把我的亲朋好友，

故知相邻引荐进入卓同，当老师、当

工人、做教育、搞后勤，他们也在自己

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贡献自己的光

和热。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是对学校

的挚爱表现。作为班主任，管好自己

的班，不给领导添麻烦，我尽力做到

了，自己能做到的事，绝不让领导操

一点心。冬令营、夏令营我班参加人

数一定是最多的，无论跨省还是出

国，家长都放心大胆毫无顾虑地交给

我。奥数班、作文班、周特班，我班家

长一定最积极参与的，因为他们相信

这就是对孩子成长都有利的。

学科教学，尽心竭力做好，保证

课堂 35 分钟的质量，不给科任老师

添任何负担。语文教学，我能让我的

学生痴迷我的课堂而不肯下课。国

学比赛，我能让我的学生拿到全市第

一名。

作 为 卓 同 一 员 ，我 与 卓 同 共 成

长，我相信我也会与卓同共辉煌。今

年暑假，我有幸沐浴学校恩泽，回到

自己阔别六年的海南岛，把海南的热

带植物木棉花种子带了许多回到咱

的卓同，因为这个木棉花又叫英雄

花，它可以长出二三十米高的枝干，

开出鲜红的大花，就像打仗归来的英

雄，胸前佩戴的红花一样灿烂耀眼。

如今，这些木棉花已经在卓同校园生

根发芽，长出了稚嫩的小苗，我已经

亲手将他们移栽到了校园的绿化带，

期待几年后，那峻拔的身影在校园迎

风招展，那鲜红的英雄花在卓同灿烂

绽放！

（何俊梅 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10
月 11 日至 14 日，“无痛分娩中国行”

美国专家团队一行莅临遂宁，来自妇

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以及产科护

理领域的 4 位美国专家正式进驻嘉慧

妇儿医院，联手嘉慧妇儿医院医护人

员，推动无痛分娩技术在临床上的应

用推广及学术交流，更全面的保障母

婴安全。

此次“无痛分娩中国行——遂

宁站”活动是遂宁嘉慧妇儿医院与该

组织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后首次

进驻遂宁，来自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

院产科麻醉医师 Jason J.White 博士，

美国伊利诺州格兰姆医院妇产科医

师乔静 , 美国斯坦福大学儿童医院产

科护士金平以及美国圣塔克拉拉硅

谷医疗中心 NICU 护理专家余秀美进

驻嘉慧，进行了以母婴为中心，从麻

醉、产科、护理、新生儿、产前教育的角

度，分别以基本准备日、母亲安全日、

全天无痛日、小孩安全日、患者满意日

和紧急状态日为主题的培训指导。

在 14 日召开的 2017 国际无痛分

娩学术交流会上，无痛分娩中国行国

际小组成员分享解读了《硬膜外麻醉

镇痛分娩》、《椎管内麻醉的产科护

理》等课题，传递世界前沿的产科理

念和技术。来自遂宁周边各区县近

200 余位医务工作者到场听课。

美国专家团队对遂宁嘉慧妇儿医

院在无痛分娩技术的大力推广和切实

践行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无痛分娩

中国行专家代表金平女士提到：“嘉慧

医院提出（Hospital 医院、Hotel 酒店、

Holiday 度假、Home 家）4H 服务理念，来

到医院像来到自己的家，这个家还不

是一般的家，是五星级酒店般的家，不

仅享受五星级的待遇，同时生孩子像

度个假一样。”麻醉专家 Jason J. White
博士在会上特别指出：“该院麻醉医

师是我来中国后见过的最为专业的

团队，他们的很多用药方案和仪器设

备跟美国同步，高达 92%的无痛分娩

率甚至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

遂宁嘉慧妇儿医院院长蒋红表

示：希望更多孕产妇能够了解无痛分

娩，嘉慧将与各位妇产界同仁为她们

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分娩环境和人

文关怀。

市计生协会召开青春
健康教育项目建设专题会

努力打造精品项目
和廉洁工程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廖媛
媛）10 月 10 日，遂宁市计生协会

在市卫计委三楼会议室召开青春

健康教育项目建设专题会。市纪

委派驻市卫计委纪检监察组组长

刘本田，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分

管协会领导李友军出席。

会上，市计生协会秘书长谢

海燕介绍了青春健康教育项目

建设和经费投入情况。刘本田

结合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

势、近年来发生在工程项目建设

领域内的典型案例及加强工程

项目建设领域廉洁建设、品质建

设等方面同与会人员进行了 交

流，对市计生协会主动接受纪检

监督和项目建设情况给予充分

肯 定 ，告 诫 大 家 要 守 住 纪 律 底

线、高筑歪风斜气“防火墙”，加

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变

事后监管为事前预防，在思想上

始终保持清醒，将国家规章制度

放在心上、落到实处，把廉政建设

与项目建设管理同步推进，有效

预防腐败滋生。

最后，李友军副主任强调要

严格落实市纪委派驻市卫生计生

委纪检监察组提出的工作意见，

市卫生计生委规财科、市计生协

要加强项目建设指导和监督管

理，确保项目程序合规，资金来源

合法，项目实施安全，完善项目文

本 ，签 订 工 程 建 设《廉 政 责 任

书》，明确双方责权利，严把资金

管理关口，努力打造精品项目和

廉洁工程。

儿童孤独症是广泛发育障碍的

一种病症，以男性多见，起病于婴幼

儿期，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言语发

育障碍、人际交往障碍、兴趣狭窄和

行为方式刻板。多数患者智力都较

差，但有些患儿的某些能力可以超常

（如音乐、绘画、算术等）。病因尚不

清楚，可能与遗传、围生期、免疫系统

异常、神经内分泌和神经递质等因素

相关。

其主要临床表现为：

1.语言障碍：语言障碍是该症的

重要症状。患儿通常在两岁和三岁

时仍然不会说话，或者在 2～3 岁以

前有表达性语言，但随着年龄增长言

语表达逐渐减少，甚至完全丧失，终

身沉默不语或在极少数情况下使用

有限的语言。

2.社会交往障碍：患儿分不清亲

疏关系，对待亲人与对待其他人都是

同样的态度，不能与他人建立正常的

人际关系，与他人的亲密度较差，对

人情温暖通常表现冷漠，对别人的痛

苦不表同情，对别人的欢乐也不去共

享，即使自己遭到打击，也不会寻求

帮助或同情。

3.兴趣范围狭窄和刻板的行为模
式：患儿对于正常儿童所热衷的游戏、

玩具不感兴趣，而喜欢玩一些非玩具

性的物品（如一个瓶盖），并且可以持

续数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而没有厌

倦感。常常固执地要求保持日常活动

程序不变，如外出时要走相同的路线

等，若被制止或改变，则表现出不愉快

和焦虑情绪，甚至出现反抗行为。

4.智能障碍：大多数患儿表现为

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曾博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整理）

《讲述我的卓同教育故事》系列报道之十一

我的卓同我的梦

全市计划生育工作专题会议提出

研判新形势建立新机制推动新发展

四位美国专家进驻遂宁嘉慧妇儿医院
2017国际无痛分娩中国行走进遂宁

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院产科麻醉医师 Jason J.White 博士分享产科麻醉理念和技术

儿童孤独症的主要临床表现

本报讯（记者 廖媛媛）16 日，市

第一人民医院在医院 8 楼会议室召

开医院巡查动员大会。由医院管理

和行风建设专业组组长、成都市第

二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徐俊波，

医院管理和行风建设组巡查专家、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主任医师、教

授杨跃林，医院管理和行风建设组巡

查专家、四川省人民医院科护士长、主

任护师陈先云等 14 名省、市专家组成

的巡查组将对市第一人民医院展开为

期 3 天的医疗机构巡查工作。

动员大会上，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院长侯勇从坚持反腐倡廉、

建立科学管理机制、执行财务管理

制度三方面，代表院领导班子做了汇

报发言，并向巡查专家们郑重表态，将

全力配合支持巡查工作，对巡查发现

的问题及时整改落实。市卫计委主

任、党组书记李道丕代表市卫计委向

来自全省各地的专家们表示热烈欢

迎，同时希望市第一人民医院全体医

务人员以此次巡查为契机，以问题为

导向，积极配合巡查，并落实好问题整

改工作，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和水平。

随后，巡查组组长徐俊波介绍巡

查工作安排，明确检查的标准及相

关问题，并公布巡查信访方式。据

悉，此次大型医院巡查从医院党风

廉政建设、医院管理和行风建设、经

济管理和健康扶贫三个方面进行。

巡查采取听取汇报、查阅文档资料、

访谈、现场查看、问卷调查、财务和

统计资料分析等方法，并结合医疗

信息统计分析结果开展现场巡查。

整个巡查工作于 10 月 18 日下午完

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近日，船山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现场会首站抵达市第三人民医院，区

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任艳，

区厂（事）务公开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分管领导 ,各乡镇、街道、园区及有

关行业、系统工会负责人，相关企业

工会主席以及船山区工会工作者等

100 余人参观交流。

参观中，医院通过文本资料、公

示公开栏、纪实展板等形式，向与会

人员全方位展示了院务公开民主管

理开展的主要做法及取得的成果。

交流会上，医院工会主席邓鸿月介绍

医院高度重视“院务公开、民主管

理”工作，成立的相应的组织机构，

制定了相关制度、方案及措施，把广

大患者和医院职工是否满意作为唯

一检验标准，坚持院务公开“三到

位 ”、院 务 公 开 与 实 际 工 作“ 四 结

合”，进一步强化了医院民主管理，

促进了廉政建设，增强了职工凝聚

力，促进了医院的科学发展、和谐发

展和率先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为

推动我市中医药健康事业快速发展，

提升广大市民中医养生知识水平。

遂宁市中医院特邀请国医大师刘敏

如于 10 月 25 日-26 日 9 点，在该院天

峰街院区开展“国医大师走基层”大

型义诊暨学术讲座。届时国医大师

刘敏如以及来自北京、成都等地数十

名专家将来市中医院进行查房、义

诊、学术讲座。

此活动目的旨在针对基层医师

需求，通过培训促进基层医师更有效

地掌握中医妇科、儿科、针灸康复

科、内科等诊疗技术，提高服务群众

的能力，更好地传承中医精髓，可电

话 18980181851 预约参与。

市第三人民医院
“院务公开 民主管理”成效凸显

市中医院邀请国医大师将于本月下旬在天峰街院区
开展“国医大师走基层”义诊活动

市民可提前电话预约参与

市第一人民医院
召开医疗机构巡查工作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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