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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山海”提升“医”心为民

通讯员
···

李维维
···

在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浙江省

人民医院淳安分院）内镜中心，党委

书记、消化内科学科带头人张骏一边

操作，一边为“徒弟”毕玉珍讲解手术

要点，听完讲解的毕玉珍频频点头，

犹如醍醐灌顶。

“‘山海’提升工程的这一年里，

张书记教会了我很多很多，他经常手

把手地帮我解决难题，这位‘特殊’的

老师是我成长路上最宝贵的一笔财

富。”毕玉珍是淳一医院消化内科的

一位年轻医师，能与浙江省人民医院

专家成为师徒，在她眼里，是幸运，也

是幸福。

“山海”提升工程将淳安一院消

化内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心胸外

科作为重点帮扶学科，各科室选拔一

位年轻医师与浙江省人民医院专家

开展师带徒。因此，和毕玉珍一样，

淳一医院的韩利峰、张乐逸、潘德光

分别与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专家陈淳、

胡俊峰、戴备军结成了师徒。

一声“师傅”，是缘分，也是责

任。不仅要输血，更要实现造血，努

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这

是包括四位老师在内的所有“山海”

下沉专家的一致见解。因此，各位专

家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传帮带工

作，他们充分发挥下沉专家的示范、

引领和辐射作用，通过知识讲座、教

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传授新技术、

分享个人临床经验等形式，快速提升

年轻医师的临床专科技术能力，激发

内生发展动力。

4月14日是“山海”提升工程实

施一周年的日子，淳一医院特别举行

了“共叙下沉故事”座谈活动，四位专

家首先讲述了在淳安的点滴，四位青

年徒弟则通过平时与专家在工作、生

活上的交流和接触，让大家看到了不

一样的师傅。在他们的眼中，工作中

的师傅严谨认真，甚至有些严肃，但

却都能在自己匮乏的知识领域给予

最充分的讲授；生活中的师傅和蔼活

泼，是能一起话家常的知心朋友。胃

肠外科下沉专家胡俊峰犹记得去年过

生日时，徒弟张乐逸和科室其他同事

“偷偷”地拍了一段祝福视频，视频中

每个人都用最真诚的笑容和话语祝愿

他生日快乐，这个惊喜令他感动至今。

的确，这样美好的故事在专家和

徒弟之间，在淳一医院和浙江省人民

医院之间都时有发生。用张骏的话

说就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

份情谊会一棒接一棒，传得越来越

远，传得越来越久！”

省城专家“下沉” 淳一医院“上行”

“山海”提升工程洋溢浓浓师徒情通讯员
···

黄蔚凯
···

4月22日深夜，在溧宁高速淳安段

青溪（主）互通，香气四溢的妇联送餐车

驶入了防疫服务点，一群身着玫红马甲

的“秀水大妈”端着特色美食向“大白”热

情招呼。菜粿、米羹、农家酱……热腾

腾、满当当的淳味瞬间驱散了深夜值守

的疲惫。

这是千岛湖镇妇联专门面向夜间防

疫工作者推出的接力送餐服务，富泽村

妇联主席毛伟英就是今晚的接棒人。“我

们从上午就开始准备了，村里的姐妹们

一起做了玉米粿和米羹，都是地道的淳

安美食。”毛伟英说道。据了解，富泽村

“承包”了当晚全镇5个高速服务点，为

防疫工作人员和滞留货车司机送上了

100份玉米粿和6大盆米羹。

“从4月15日起，千岛湖镇就动员村

（社）妇联执委、党员志愿者轮流到服务

点送餐，既是表达敬意和关爱，又是对后

勤保障工作的支持。”镇妇联主席朱婧姝

介绍。同时，千岛湖镇还围绕打造“秀水

大妈”巾帼志愿者服务品牌，在线上发布

了应援招募令，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防疫帮

帮团，目前已有来自各行各业的62名热

心人应召报名。“平时没时间参与防疫，给

服务点送餐不会耽误工作，也可以表达心

意，何乐不为。”报名者纷纷表示。累计参

与2次以上送餐服务的志愿者还能获得千岛湖镇党

委颁发的防疫先锋荣誉证书。

此外，为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镇妇联根据志

愿者意向和服务点设置情况相应制定送餐计划表，

预排每日菜单，现已累计开展送餐到岗16次。下

一步，千岛湖镇还将推出个性化点餐、定时送餐等

服务，将服务点需求和服务抓手进一步精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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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千岛之子
····

近日，由县创建办联合多部门推

出的“不文明行为回访曝光行动”继

续开展，此次曝光的内容为乱扔垃圾

乱象。

在千岛湖农贸市场与清波花园

入口路段，人流量较大，相关管理部

门一直将该路段的卫生环境管理作

为重点工作，但记者现场发现，仍然

存在部分地点垃圾乱扔乱堆现象。

在清波花园入口处，赫然可见两袋厨

余垃圾被随意丢弃在了门两侧，而众

多路人经过也未能及时帮忙处理。

据附近店铺店主反映，该路段属于商

业街，店铺乱丢乱扔现象比较普遍，

负责该路段的环卫部门也加强了对

该现象的监管和处理，但店主和部分

居民的环保意识的不足，导致该乱象

屡禁不止。

无独有偶，在宏山花海公园前的

免费停车场路口，随地零散的塑料

袋、包装袋、纸屑等白色污染，与花海

公园整洁美观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这些垃圾和白色污染物都被

抛弃在路边和较为隐蔽的地方。记

者了解得知，该停车场属于免费停车

场，日常停车量较大，相关部门对该

地段卫生环境管理力度不足加上部

分司机车主文明素质不高，造成了当

前该停车场路口环境卫生脏乱差现

状。

与此同时，与部分路段乱扔垃圾

现象形成对比的是，在我县“文明细

胞”专项培育工作开展以后，一些存

在问题的区域，经过全面的整治后，

已有了较大的改观。在火炉尖原自

来水厂对面，记者发现，工人们正在

对该处进行全面的施工整治。“老自

来水厂对面这块空地，长久以来无人

管理，导致出现违规种菜、黄土裸露、

垃圾成山的情况。”附近小区居民反

映，现在经过各个单位共同

努力，之前的乱象都已经得

到全面的整治，并将打造成

一个停车场，以便于缓解淳安二中节

假日接送孩子停车难的问题。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今年正值

我县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之年，在这里

我们也呼吁大家提升环保意识，自觉

遵守垃圾分类规定要求，做到垃圾不

随意乱丢，科学分类、集中处理。同

时，相关部门及单位要协同合作，完

善工作机制，加强管理力度，按照“不

留余地、不留死角、不留尾巴”的要

求，不断进行巡查排查整改，全力杜

绝乱扔乱丢现象“再抬头”，持续推进

和巩固“文明细胞”专项培育

工作成果，共同打好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攻坚战。

“扔垃圾乱象”几多欢喜几多愁

通讯员
···

周可易
···

4月21日下午4时许，县林业局汾口林业中心站

工作人员接到汾口镇杨旗坦街上居民的电话，说是自

己店中刚来了一只形似大野鸡的“不速之客”，现在已

处于昏迷状态，希望林业部门能及时上门救助。

林业执法人员当即赶到现场。通过了解得知，

当时，居民余民苏正在自己商店里忙乎着，猛然间

一个身影从天而降砸到里面的墙上，落地后陷入昏

迷，走近一看发现是只野鸡类动物，经过多次野生

动物保护知识“熏陶”的他急忙联系了林业部门。

现场鉴定，这位五彩斑斓的“不速之客”属于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雉科鹇属鸟类白鹇，属于大型鸡

类，因它们衣着华丽，世人美称其为“林中仙子”。

这只出山觅食、误闯商户的成年雌性白鹇全长有60

厘米左右，体重近5斤。经检查，白鹇身上并无伤

痕，只是撞晕且已苏醒。5时51分，白鹇经过短暂

休憩已逐渐恢复灵性，执法人员就在附近的山林中

予以放生。

“仙子”撞昏在店铺
众人倾情来救护

通讯员
···

徐向阳
···

汪和亮
···

为期三个月的威坪镇垃圾分类全域行动目前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今年是亚运年，威坪镇开展了一系列以“迎亚

运”为主题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镇垃圾分类

办将项目管理的方法运用于垃圾分类提升工作

中。生态办负责人按照制定计划（Plan）—执行

（Do）—检查（Check）—整改（Act)的流程，制定了

为期三个月的垃圾分类全域行动。该项行动包含

了巡查垃圾集中收集点的运营状况、垃圾桶的整洁

情况、建筑垃圾填埋场的填埋情况、再生资源回收

站的运营情况、居民分类情况等。

“通过PDCA循环工作法，提高了全镇垃圾分

类水平。这个专项治理方案是基于前期发现的问

题而出台的。目前看这个工作方法是有效的。”威

坪镇分类办负责人自豪地介绍道，自从推行这个治

理方案后，该镇进入暗访“黑榜”的村明显减少，进

入“红榜”的村迅速增多。

威坪循环工作法
垃圾分类严关卡

4月22日至23日，“电力杯”淳安县第五届乒乓球俱乐部等级联赛在淳安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县各乡
镇、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运动员、教练员参加了本届甲、乙级男、女团体两个项目的比赛。经过两个阶段共67
场激烈角逐，县法院代表队以不败战绩勇夺甲级组男子团体冠军，教育局代表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教育一
队、电力实业、公安局代表队荣获乙级组男子团体前三名，渔具制造、电力实业代表队夺得乙级组女子团体
冠、亚军，并冲甲成功，获得下届杯赛甲级联赛参赛资格。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栾志发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大墅镇大墅中幼党支部的党员带领孩子们来到洞口村的麦田里，开展一场别开
生面的地球知识和生态文明宣传活动。活动中让孩子们观察农作物的形态，记录麦田春日风光，从而教育他
们在日常生活中爱惜粮食，保护环境，一起呵护美丽的家园。 通讯员 詹秋兰

姜家码头污水站姜家码头污水站，，

控制系统已损坏控制系统已损坏；；

自动提升不及时自动提升不及时，，

造成污水四处漫造成污水四处漫。。

泵站就做在湖畔泵站就做在湖畔，，

如此已经成隐患如此已经成隐患；；

职能部门须重视职能部门须重视，，

整改必须马上干整改必须马上干。。

记者
··

汪苏洁
···

通讯员
···

吴乔越
···

鲍伟平
···

近日，中洲镇平安办联合汾口镇派出所利用无

人机“天眼”勘查，助力“空中扫毒”，形成“天上、地

下”双拳出击，全方位深入开展禁种铲毒工作，进一

步加大禁种铲毒工作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犯罪行为，

据了解，无人机具有设备小巧、高清、覆盖范围

广等特点，不受地形、地貌限制，具有指点飞行与跟

随等功能，可以对人工巡查难以到达的山地林地、

田边地角等隐蔽偏僻地带，进行大范围高空监测和

巡查，进行远距离高清监测。据统计，在本次突击

行动中，中洲镇联合派出所共查处非法种植罂粟地

8处，铲除罂粟230余株，汾口派出所还对非法种植

罂粟的农户作出了相关处罚。

中洲镇
实施“空中扫毒”

通讯员
···

汪颖
··

余其成
···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小蓝家”同心志愿服务队

积极开展“大手牵小手 同心迎亚运”活动。近日，

邀请汾口镇龙川小学学生体验城市管理工作，激发

孩子们喜迎亚运会的热情和力量，营造迎接亚运会

的浓厚氛围。

学生们穿好执法背心，变身“执法少年”，组成

“综合执法少年小分队”，跟随执法队员到垃圾分类

收集点、网格路段，多角度、零距离“参与”城市管理、

执法服务、亚运保障等工作内容。当看到飞线充电、

违规停车等不文明行为，这些新晋“小蓝家”就主动

上前制止，“小小少年”发挥出了大大的力量。

“小蓝家”添新成员
合力迎亚运

县五水共治指挥部

近日供图。程就配诗。

疫情防控疫情防控 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