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2

日，由上饶市医学会医学影

像技术分会主办、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

承办的上饶市医学会影像技术学分会成

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在饶召开。 上

饶及周边市县

36

家医疗单位领导和科

室代表共计

249

人参会。 大会特别邀请

了北京

301

医院核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

师徐白萱，上海长海医院核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左长京等专家授课。

据悉， 医学影像学作为一种医疗辅

助手段， 对临床的诊断和治疗都具有举

足轻重的意义。 上饶市医学会医学影像

技术分会的成立， 有利于打造医学影像

技术多学科融合的学术交流平台； 构建

“ 医学影像技术技能学术联盟”； 开展继

续教育培训与业务咨询服务； 督促医院

领导重视医学影像技术， 提升医学影像

技术人员的地位， 共同推进我市医学影

像技术的发展，造福饶城百姓。此次影像

技术分会成立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云集了

全市放射学精英，搭建了交流平台，必将

有力推动上饶市影像技术的全面发展。

另据了解，市卫健委会从影像人才引进、

人才培养、 设备采购等方面大力支持分

会的各项工作。

学术交流环节， 上饶五院副院长罗

兴迪，上海长海医院核医学科主任、主任

医师左长京， 北京

301

医院核医学科主

任、主任医师徐白萱，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主任技师、 教授甘泉及南昌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主任技师、教授罗来树分别做《 上

饶五院

PET-CT

中心介绍》 、《

18F-FDG

PET-CT

代谢显像技术特点及临床应

用》 、《 多 模 态 分 子 影 像 的 新 进 展 》 、

《

Revolution

能谱

CT

扫描技术临床应

用》和《 如何做好一个技师》学术专题报

告， 让大家充分了解了医学影像技术的

国际前沿动态，可谓眼界大开。 同时，专

家在讲座中，还就临床实用影像技术，以

及操作重点、难点问题等，与大家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分享、交流。

（ 潘建红 蒋学华）

青板以考促学推动党建 “三化 ”建设

信 息 快 递

勇 敢 逆 行 的 战 “ 疫 ” 玫 瑰

———记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呼吸内科护士长裴玉苹

本报记者 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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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日常做起，共创全国文明城市。

万年坚决整治非法采矿行为

公 告

为了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 提醒市

民勿忘国耻，做到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法》 的有关规定， 上饶市人民政府决定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到

10

时

15

分在城区

范围内试鸣防空警报。

特此公告

上饶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9

月

13

日

“ 裴护士，帮我打完针再下班吧！ ”“ 这个护士人特别

好，总是满脸笑容，特别亲切！ ”……这个颇受欢迎的白衣

天使就是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呼吸内科护士长裴

玉苹，多年来，她用自己良好的专业素养、积极乐观的心

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抚慰着病人的伤痛，传递着人间

真情和温暖。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

期，裴玉苹和五院内二科的医护人员发扬不惧艰难、无畏

风险的斗争精神，主动扛责，冲锋在前。 春节期间，医院因

抗疫增加排班，她主动取消原本计划好的去吉安老家探望

父母的行程，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在上级党组织发出

组建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号召后，她主动请战，经综合考察、

严格筛选成为驰援湖北“ 天使”，随上饶市第三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出征湖北随州。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到达随

州，为尽快投入战“ 疫”，在院感培训时，裴玉苹反复进行防

护服、隔离衣穿脱训练，不厌其烦地抠细节、把环节，不知

疲倦地一遍又一遍训练。通过专业培训后，她和另

40

名医

疗队员一起负责

128

位确诊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工作。在隔

离病房，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连续工作

5-7

个小时，汗水湿

透衣背，眼罩被自己呼吸的雾气包裹，鼻子被口罩勒出红

印……可即便拖着疲惫的身躯，她从未喊过一声累；即便

腰酸背痛，她从未有一句怨言。

每天认真完成日常治疗和护理工作之余，为了消除患

者内心的恐惧，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裴玉苹还挨个给

他们做心理疏导。 她一间病房一间病房地跑、一个病床一

个病床地给患者做健康宣教，叮嘱他们多喝水、多进食、多

休息以助于疾病康复。 为了方便患者，心细如发的她把电

热毯、取暖器、饭和开水一一送到床边。“ 不怕，有我们在。”

是她对病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每当巡视病房、给病人输

液加药，看到病人黯然神伤、惶惶不安时，她都会上前轻拍

他们的肩说：“ 不怕，有我们在。 ”她温柔的声音、亲切的眼

神成了治愈患者惶恐情绪的镇定剂。

在随州战“ 疫”的

42

个日日夜夜，裴玉苹常常主动顶

班，忘我工作，她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抗疫任

务。 她是勇敢的逆行者，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初

心和使命，诠释了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用默默

的付出在抗疫情一线彰显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要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通过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把巨大创新潜能有效释放出来， 坚决破除

‘唯论文、 唯职称、 唯学历、 唯奖项’。” 习近平总书

记

9

月

11

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彰显出

我国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的坚定决心。

深化改革、 破除 “四唯”， 才能有效使科技创新

真正服务国家需要。 当前， 我国发展面临许多现实

问题 ， 需要科技工作者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

精准开展科研攻关。 破除 “四唯”， 可以让广大科技

工作者不受论文、 奖项的羁绊， 轻装上阵、 心无旁

骛， 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 真正解决实

际问题。

深化改革、 破除 “四唯”， 是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的精准之举。 一方面， 进一步创新、 完善选人用人机

制， 让一批帅才型科学家发挥有效整合科研资源作

用， 让经过检验的团队、 领军人才获得干事创业的机

会； 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改革职称评定、 奖项评选等

相关制度， 让真正围绕国家需求锐意攻关的科技工作

者得到褒奖。

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 当前， 我国

正在科研领域加速推进 “揭榜挂帅”、 让能者上， 受

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只有破除 “四唯”， 打破论资

排辈的选人用人模式， 才能给科学家更多施展才华的

舞台， 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号角已经吹

响。 我国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 规模庞大的研发

投入、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随着科技创新生

态的持续改善、 创新创造活力的充分释放， 我国广大

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有信心、 有意志、 有能力登上科

学高峰。

（ 张泉 温竞华）

万年讯 为深入推进自

然资源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 大力整治自然资源领域

行业乱象， 今年以来万年县

自然资源局执法大队重拳出

击， 及时制止非法违法采矿

行为

5

次。 维护了矿产资源

开发的管理秩序， 切实维护

了全县生态环境。

今年

6

月， 执法人员在

大源镇河北村底岭矿区进行

例行巡查时， 发现现场有挖

掘机正在装载从矿区散落在

矿区外的石头， 执法人员立

即制止了现场人员， 并扣押

外运石头

200

吨、 挖掘机一

台。 为遏制矿区周围盗采盗

挖及防范安全事故， 自然资

源局执法大队组织万年青矿

山及大源镇派出所在矿区周

围树立多块大型警示牌。

万年县自然资源局执法

大队开展打击整治行动以

来， 组织开展无证矿山巡查

38

次，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

查

8

次， 树立警示牌

25

块，

有效震慑了非法开采矿产资

源的行为， 有效维护了万年

县自然资源领域的行业秩

序。 （ 陈宁）

信州讯 “ 真没想到，孩

子放学后能在社区免费参加

四点半课堂， 真是帮了我们

这些无法照顾孩子的双职工

家庭的大忙”。信州区东市街

道沿城社区的林女士谈起孩

子参加社区开设的四点半课

堂，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为切实解决城区社区部

分孩子下午放学后无人照管

的现状， 沿城社区信州区人

大代表探索“ 三社联动”工作

法

(

以社区 、社会组织 、专业

社工为载体， 推动多方共同

参与） ，以沿城社区、北门村

社区为试点， 引进上饶市尚

德公益发展中心， 在社工的

指导下开展城市小蜜蜂课

堂———“ 四点半”课堂，以优

美的环境、优质的教学、优良

的服务， 为孩子们架起一道

追逐梦想的桥梁。 （ 毛丽燕）

横峰讯 为检验乡村党

员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对党建

“ 三化”建设工作有关要求的

学习成效， 进一步推动党建

“ 三化”建设，日前，横峰县青

板乡组织开展基层党建“ 三

化”建设知识考试。乡领导班

子成员、 各村书记主任和党

务工作者参加了本次考试。

一名参加考试的村党支

部书记感慨 ：“ 这次考试内

容，还有我不熟悉的部分，回

去还要查漏补缺 ， 多看多

学。”青板乡通过以考促学机

制， 着力增强乡村两级党员

干部、 党务工作者学习党建

业务知识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 不断提升抓党建工作的

能力水平， 提高村党组织建

设质量， 使村党组织成为推

动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

高鹏忠

)

文 化 大 餐 送 到 百 姓 家 门 口

广丰讯 日前，广丰区扶

贫办、广丰区文广新旅局、广

丰区文化馆等有关单位组织

的“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小康”专题文艺演出队，走进

边远山区毛村镇后溪村，为

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丰富多

彩的脱贫攻坚文化“ 大餐”。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三

句半 《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党和政

府脱贫攻坚惠民政策、帮扶知

识进行解读；配乐诗朗诵《 这

一切都与我有关》激励广大群

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歌

曲《 扶贫路上》《 农民兄弟》、舞

蹈《 吉祥如意》、二胡独奏《 赛

马》等紧紧围绕主题的节目，

赢得现场观众一阵又一阵的

掌声。 （ 刘仁和）

社区 “四点 半 ”课堂为 双职工 解忧

“我们将以文明、专业的服务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添砖加瓦，为万年县城迁建

60

周年争做奉献。 ”

9

月

12

日，百名美团外卖小哥齐聚万年县行政广场前齐声宣誓，他们将

充分利用互联网餐饮企业积极参与城市创建工作，充分发挥自身平台优势和骑手资源，积

极倡导更多的人投身到文明城市的建设中来。 朱文标 摄

助学圆梦

今年横峰县大学

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工作启动以来进展

顺利， 目前累计办理

助学贷款

352

人 ，发

放助学贷款

300

余万

元。图为

9

月

9

日，一

名大学生在工作人员

指导下， 很快办理了

助学贷款手续。

余琳 摄

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9

月

14

日下午， 四届市委第十

一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第

九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和市委

书记马承祖关于巡察工作的

讲话精神，对市委第十一轮巡

察作出安排。 市委常委、市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陶亮

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凌

卫宣布巡察任务分工。

陶亮强调， 做好本轮巡

察工作， 要强化思想政治引

领， 持续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要履行职责使命，站稳

人民立场， 聚焦被巡党组织

职能责任、强化政治监督，督

促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到实

处； 要严格执行巡察工作纪

律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坚守

职权边界， 力争圆满完成本

轮巡察任务， 为推动廉洁上

饶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凌卫要求， 要围绕基层

党组织建设、 执行新时代组

织路线和选人用人情况、履

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情况开

展巡察，强化政治担当，扛起

政治责任，坚定信心，扎实做

好本轮巡察工作， 不负组织

的信任与重托， 圆满完成本

轮巡察任务。

四届市委第十一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陶亮凌卫出席并讲话

上饶市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