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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建设人民美好幸福生活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为充
分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示新时代达州
人的良好精神面貌，特在全市开展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达州市40件大事征集
活动。

一、征集时间
2018年月9月18日-10月21日

（以收到稿件时间为准）
二、征集要求
（一）征集时间范围：1978年-2018

年
（二）事件要求：推荐大事应从不同

角度、不同侧面，充分展现改革开放40
年来，达州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
态发展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体现改革
开放对达州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
影响。所推荐的大事要体现导向性、典
型性、权威性、真实性，要有完整准确的
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内容、经过、结
果。

（三）事件类型:
1．发生在达州境内或关系达州、对

达州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或者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体育等重大活动和事件;
2．对达州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受
到群众普遍欢迎的“民心工程”事件;

3．具有达州文化特色、具有时代
创新精神的重大事件。

三、征集方式
（一）投稿地址：达州市通川区通川

中路达州日报社；投稿电子邮箱：
271392390@qq.com

（二）格式要求：报送征集大事以文
字为主，有数据、图片、影像等相应补充
材料的一并附上。在文眉处标明“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达州市40件大事”字
样，文末注明推荐人单位、真实姓名、通
信地址、联系电话等。

（三）其他事项：所投稿件将视为推
荐者授予征集活动主办方稿件内容使
用权和编写权，由此引发的知识产权纠
纷与征集活动主办方无关。本次活动
为公益性质，不向应征部门（单位）和个
人收取任何费用。

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
达州日报社

2018年9月18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达州市40件大事征集启事

为患者营造安全舒适的环境

“当他们说出这些词语来形容我的
时候，我真的很开心，觉得工作中的劳累
和烦恼都烟消云散了。”当从患者口中听
到对自己的描述——一身白衣、年轻、很
瘦，官志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不算赞
美，但却是肯定。

早上8点多到医院，跟科室里每个
病人打过招呼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处
理病人的吃喝拉撒、输液吃药、卫生清
理，夜里固定时间去查看病房，随时随地
看护病人，确保他们夜里的安全。

汪雷、郭源在科室的生活过得平静
而充实，大多数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群
安静可爱的“孩子”，没有外界想象的那
么吵闹和挣扎。患者有的沉默寡言，有
的会小吵小闹一会儿，他们就像照顾孩
子一样照顾患者。有时会和患者聊聊
天，疏解患者心中的压力。

不过，平静的生活总是会惊起涟
漪。刚进入医院后不久，有一位患者戒
备心很强，攻击护士，当时尹俊程才进医
院不久，冲上去制止患者，还受了伤。在
同事的帮助下，好言好语稳定了病人的
情绪，从那以后再没有出现过这类情
况。尹俊程说，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
才能更好地与患者交流沟通，更好地帮
助他们康复。

把患者当“孩子”“朋友”

每当汪雷在学习上有所懈怠时，儿

时村子里一位精神病人干活时误杀路人
的事情便会成为他努力学习的动力。汪
雷、郭源、尹俊程，从小就有想当护士照
顾病人的念头，因为小时候目睹过精神
病患者伤人的事情，也就更懂得患者的
痛苦和无奈。

他们大学毕业工作到现在，一直保
持着晚上工作到很晚的习惯，帮助患者
穿衣服，盖被子，夜里时刻观察病人的情
绪举动，保障病人的安全。

精神科男护士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群体，男性做护士本来就比较少，何况还
是精神科的男护士。2015年，尹俊程、
汪雷、郭源、官志敏大学毕业进医院做精
神科护士，尽管每周只能休息一天，尽管
面对的是一群特殊的患者，但他们用行
动温暖患者的心，让患者原本脆弱的心
感受到关心和陪伴。

患者从需要他们“哄骗”才能吃饭的
“孩子”，变成可以和他们一同谈心、唱歌
的“朋友”。每当此时，他们就会露出幸
福的笑容。

患者会跟着他们一起玩老鹰捉小鸡
的游戏、打太极拳、听听舒缓的音乐、做
体操。患者还会和他们说“心里话”，这
些“心里话”虽然不着边际，但在他们心
里却很重，也很满足……

把精神科男护士当成事业

应不应该去精神科当男护士，18岁
的“00后”李成成和母亲已经争论过许
多回。母亲常常问他：你以后的工作是
每天都要和精神病人待在一起？和精神

病人天天唱歌跳舞，天天处在封闭的病
房里吗？你以后还能找到好女孩吗？

面对母亲的质问，18岁的李成成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母亲的担
心没错，在很多人眼里精神科是个神
秘的地方，让人望而生畏。但在那里
工作也是他一直向往的事业，帮助精
神病患者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他
的理想。

李成成对母亲说：“精神科也有很多
为人子、为人母、为人父的患者，他们也
想孝顺父母，常伴父母身边，而我现在做
的事就是帮助他们实现心愿。”

2018年，年仅18岁的李成成终于成
了达川人民医院的一名精神科男护士。

如今，每每看到患者露出笑容，李
成成心里就很开心，仿佛完成了一件伟
大的事情。患者出院临走时，会拉着他
的手不放，走几步就会回头看他。想起
患者刚来的那段日子，哭闹、打骂是常
事，他也曾在照顾患者的过程中受伤，
但只要能看到患者笑，能看到患者的眼
里有了光亮，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
的。

5位护士有时候会在外面遇到曾经
的患者，患者们已经过上了正常人的生
活，会和他们热情地打招呼，说会儿话。
当年，在病房结下的情感，已是一生难
忘，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他们经常会被人问道：难道要做一
辈子的精神科“朋友”？

他们回答道，是啊，这不仅仅是一份
工作，已经是一份事业了，责任、担当、使
命，已经深深烙刻在他们心里。

瞧这几个男护士！

□本报记者 康春艳 摄影报道

站在门口望去，患者挨着坐成
一堆，手牵着手，肩并着肩，静静的
病房里，偶尔传出几声欢笑声。

男护士时而是保姆，无微不至
地照料病人的衣食起居；时而是保
安，保护病人的人身安全；时而是
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

尹俊程、汪雷、郭源、官志敏、
李成成，是达川人民医院的精神科
男护士，与精神病患者相处已有一
年至三年的时间，与其说是护士与
患者的关系，他们更像是家人、朋
友的关系。

本报讯 10月11日，西部公共图
书馆2018年学术研讨会在达川区举
行。市委常委、达川区委书记许国斌致
辞。

许国斌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他在简要介绍达川文化事业发展情况
后指出，这次研讨会既是西部图书馆界
学术上的一次峰会，也是图书馆最新科
技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会，更是达川区
文化人开阔眼界、谋求文化繁荣的一次
学习会，必将促进达川区文化事业向着
更高层次、更远目标迈出坚实的步伐。

此次学术研讨会为期两天，来自国
家图书馆和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教授、

专家将围绕“《公共图书馆法》与公共图
书馆服务”“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务创
新”“西部图书馆服务思维模式与方法
体系创新”“智能图书馆盘点机器人”
等主题作专题讲座。会议还将就公共
图书馆发展前瞻趋势、图书馆在精准
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发挥、引入社会力
量参与少儿阅读推广等课题进行广泛
探讨。

经大会组委会倡议，在达川区首次
建立“西部书屋”，各地公共图书馆和社
会各界积极响应，踊跃捐赠图书馆资源
和经典图书，价值达350万元。

（本报记者 彭小懿）

西部公共图书馆
2018年学术研讨会在达川区举行

本报讯 10月10日，市政协开展
工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情况界别协商
活动，为园区配套建设建言献策。市政
协副主席王能秋出席活动并讲话。

当天，市政协第三委员活动小组全
体委员深入大竹县、经开区工业园区调
研，详细了解了现场情况。会上，相关
人员对我市工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情
况进行了介绍和情况汇报。委员们纷
纷发表意见，对主管部门大力完善园区
水、电、路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
效给予了肯定。

王能秋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

在园区发展上思路清晰、目标明确、
措施实在。他建议，在今后的园区经济
发展中，要加大投入、主动作为、因厂施
策，保持持续稳定的金融政策稳定园区
经济。要立足于产业优化布局，选出有
支柱有带动性的产业集中发展，进一
步发挥好各地优势。要走产城结合道
路，连接主城区，同步发展，进一步
完善配套，及早谋划学校、医院、酒
店、绿化等生活服务配套。要优化招
商选资，牢牢把握质量关键，强化服
务。

（向昕郁 本报记者 程科 苟亚）

市政协开展工业园区
配套设施建设情况界别协商活动

公 告
达州市民政局因工作需要拟购买服务项目，欢迎符合条件

的村（社区）和具有专业资质的社工组织参加竞标。
一、项目名称：达州市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

保障项目。
二、项目内容（详见磋商文件）
1.示范村（社区）（农村留守、困境）儿童之家1个。为当地

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家庭提供假期服务、定期走
访、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服务。

2.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示范县创建服务
项目1个。对照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示
范县指导标准，完成大竹县创建任务。

三、服务期限：项目实施起1年。
四、申报方式和要求
1、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交项目申报书和相关资质证

明材料。
2、申报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10月18日17:00止。申报地

址：达州市西外市政综合楼12楼1215。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818-2180506 18281858411

达州市民政局 2018年10月12日
电话：0818—2630555地址：北外双狮精品建材城三楼
电话：0818—8098968地址：西外美嘉美装饰城一号

精雕细琢
工匠精神

名匠装饰 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
要装修 找名匠

广
告

我合作社于2018
年8月2日在《达州日
报》第四版刊登的清
算公告中清算组成员
应为“曾凡莲、李成
忠、施明星”。

特此更正
达州市通川区新村

乡分水岭生态养殖专
业合作社

2018年10月11日

更正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达州市达
川区商务局（达州市达川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达达商）登记内备核字[2018]第4558号”，拟注
销“达州市快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
偿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道福达街
307号2-503号

联系人：张泽达 电话：18881858682
达州市快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0月11日

清算公告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本公司拟对“中迪�西
院”住宅小区前期物业管理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具体
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项目概况：
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31594.53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91837.68平方米，容积率1.8，绿地率35.01%，建筑
密度26.95%，机动停车位562个，物业类型为商住。

二、投标单位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专业物业管理能力
的物业服务企业；

2、企业所属地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
信用信息证明（年度信用记录分不低于100分）；

3、达州市外物业企业应执入市登记证明。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所需资料：
1、报名时间：2018年10月12日至2018年10

月13日17时；
2、报名及招投标文件获取地点：达州市通川区

金龙大道666号中迪广场营销中心二楼；
3、所需资料：决定报名的单位应提供经办人介

绍信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副本、经办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企业所在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出具的企业信用信息证明原件（所有复印件加
盖单位鲜章）。

四、凡对本次招投标有疑问的请及时联系我司。
联系人：李柏林
联系电话：0818—3110028

18982883314
达州凯龙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前期物业服务招标公告

因四川炬原玄武岩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玄武岩
纤维原丝生产线项目需要，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选聘幕墙工程施工单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相关要求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履行合

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0日历天完成项目设计、施工工作。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参加本次选聘活动的单位自行下载相

关文件（文件下载地址：http://www.scjykj.com.cn）

并按要求提交资料。
三、报名时间
2018年10月12日—2018年10月18日。
四、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18年11月2日（上午9:00）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先生
电话：0818-7233072

四川炬原玄武岩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四川炬原幕墙工程公开招标公告
因四川炬原玄武岩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玄武岩

纤维原丝生产线项目需要，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选聘消防工程施工单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相关要求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履行合

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0日历天完成项目施工、调试工作。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参加本次选聘活动的单位自行下载相

关文件（文件下载地址：http://www.scjykj.com.cn）

并按要求提交资料。
三、报名时间
2018年10月12日—2018年10月18日。
四、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18年11月2日（上午9:00）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先生
电话：0818-7233072

四川炬原玄武岩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四川炬原消防工程公开招标公告

带领精神病人做游戏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检察院以村
农民夜校“一月一法治课程”为契机，深
入对口帮扶联系村渠县义和乡店湾村，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讲。

活动中，宣讲检察官从当前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部署开展情况、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重点打击的十二类对象、日常生

活中村民容易触碰的刑法等多方面，结
合实际办案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引导村
民提高法治意识，防范不法侵害，增强广
大群众参与扫黑除恶斗争的决心和信
心，有效实现群防群治。

随后，市检察院的干警上门入户，在
帮扶贫困户的同时，进一步讲解扫黑除恶

的相关知识，点对点解惑答疑，为店湾村
的脱贫攻坚和社会综合治理提供坚强的
法治保障。（谢丽红 本报记者 戴静文）

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督导进行时

市检察院深入帮扶村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