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前，刚接到援藏任务时，我们
就晓得，来这里不是享清闲的，要甘于吃
苦，要深入一线服务群众。两年来，医疗
组全体成员不畏艰难，始终以满腔的热
情投入到工作中。”茂县援藏医疗组成员
之一、来自万源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杨义
军告诉记者，此次茂县援藏医疗组共有4
名成员，除自己外，还有来自达川区中医
院的邓小军、来自通川区中医院的郝长
豪和来自宣汉县疾控中心的程文。援藏
期间，4名医生严格遵守所在单位的规章
制度，按时上班，不迟到，不早退，身先士
卒，服从管理，积极做好本职工作。与此
同时，他们协助单位优化临床诊疗流程，
将内地先进工作方法、工作理念引进到
内部管理，提高了当地医疗服务质量和
管理水平。此外，通过“1+N”模式带培了
多名当地医生，促进了当地医务水平的
提升。

2015年清明节，杨义军放弃了回达
州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主动值班。当天晚
上10点左右，茂县下起大雨，120救护
车接来一位因塌方摔伤的藏族患者，经

全面检查确诊为左腿骨折，须手术进行
钢板内固定。通过翻译介绍，杨义军得知
该患者曾感染过梅毒，做手术自己会有
被感染的风险。然而，没有丝毫犹豫，杨
义军毅然亲自为患者进行了手术。

同年10月的一天，家住松坪沟乡的
84岁老大爷择其板因腹痛腹泻、排尿困
难入院，通过检查诊断为急性尿潴留前
列腺重度增生，并发多种病症，病情相当
危重。邓小军建议其转上级医院治疗，但
其家属拒绝转院，并央求尽最大努力救
治。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军不惧风险，立
即安排治疗。当护士说患者前列腺增生
严重导尿困难时，邓小军亲自为患者导
尿。十多天后，择其板大爷身体恢复，邓
小军长松了一口气。

一天凌晨四点，郝长豪接到急诊科电
话，有位病人非常严重，多发开放性骨折，
脑外伤，血压不稳。赶到医院后，他立即启
动转院。转运途中，患者多次血压下降，心
率升高，非常危急。郝长豪和护士轮流与
患者喊话，要求他千万不要睡觉，并进行
吸氧补液等治疗。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急

运送和救治，终于平安到达华西医院。
援藏两年来，医疗组各位医生完成

大小手术300余起，接诊门诊病人2000
余人次，参加义诊10次、服务群众500
余人次，没有出现重大医疗责任事故，赢
得了患者的认可。

援藏两年来，各位医生家中也发生了
一些大大小小的变故。2014年10月，程文
70多岁的母亲不慎在家摔断了腿，父亲哮
喘发作也住进了医院，而此时正值茂县疾
控中心创建等级达标的关键时期。在家服
侍了两天后，程文便含着热泪告别双亲，
返回茂县投入到创建工作中。邓小军的岳
父和郝长豪的岳父在他们援藏期间先后
因病去世，他们请假回家匆匆料理完后
事，来不及抚平家人的伤痛又急急赶回茂
县，投入到为病人服务的工作中。

“援藏任务虽然快结束了，但我们永
远也忘不了这里的蓝天白云，这里的山
川草木，这里淳朴善良的人们。”医疗组
全体医生表示，茂县给他们留下了人生
最美好的回忆和最深深的感动，他们由
衷祝福自己的“第二故乡”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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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
间，我市茂县援藏医疗组4名医
生就要结束为期两年的援藏任
务，返回原岗位了。两年来，他们
坚持钻研业务，用精湛医术为当
地群众治愈病痛；两年来，他们融
入茂县，用医者仁心把大爱洒向
“第二故乡”；两年来，他们与当地
群众互助互爱，结下了深情厚谊。

□本报记者 徐冬 闫军
摄影报道

年轻妈妈：
为断奶把宝宝送回老家

这几天，家住通川区北外某小区
的熊女士显得忧心忡忡，刚满1周岁
的女儿被母亲带回大竹老家才3天，
她却感觉比3年还长。“宝宝从生下
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也不知道她在老
家哭闹没有，想想就揪心。”熊女士告
诉记者，女儿从生下来就采用母乳喂
养，身体也一直很健康。“现在宝宝大
了，为了让她喜欢上更多种类的食物，
获得更丰富的营养，我决定给她断
奶。”为确保一次性断奶成功，熊女士
的母亲冷阿姨决定带外孙女回老家，

“娘俩隔离五六天才能断得干净。”据
冷阿姨讲，在隔离期间，熊女士不能给
女儿打电话，不能让女儿听到自己的
声音。“有的妈妈听到娃娃的哭声不忍
心，会迁就娃娃再吃一次，结果每次断
奶都不了了之。正因为这样，有不少娃

娃长到三四岁了，还有‘吃奶’的习
惯。”

业内医生：
断奶需循序渐进

“究竟在什么时间断奶，要依每个
母亲或宝宝的具体情况而定，不可一
概而论。”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副主任
医师吕高峰告诉记者，世界卫生组织
和我国卫生部都建议母乳喂养到两周
岁，“当然并不是说两周岁就戛然而
止，有条件的话可以继续喂，喂到自然
离乳也可以。”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
很多“上班族”妈妈为了不耽误自身工
作，同时也为了宝宝能获取更丰富的
食物营养，一般在宝宝满1周岁后，就
选择断奶。

“断奶不仅是食物品种、喂养方式
的改变，对宝宝的心理发育也有重要
影响，很多心理学家将此过程称为第
二次‘母婴分离’。”吕高峰建议，由于
宝宝的肠胃功能较弱，断奶要循序渐
进，不可操之过急。“比如，宝宝刚出生
时一天可喂七八顿，过3个月后就可
减一半次数并以辅食补充。9个月后，
母乳喂养次数可再减少一些，辅食喂
养则相应再增加一些。这样的循序渐
进，会让宝宝的肠胃有一个适应过程，
达到自然过渡。”

此外，众多业内医生认为，断奶过
程中还需做好宝宝的心理调节。“当宝
宝对母乳以外的食物味道感兴趣时，
要用适当的语言诱导、强化，使他们受
到鼓励、表扬，感到愉悦，在心理上把
断奶当作一个自然过程。”同时，要注
意转移宝宝的注意力，多逗他们开心，
和他们一起玩游戏，让他们建立起安
全感、信任感。“宝宝因断奶哭闹时，父
母及家人一定要好好安抚宝宝，给宝
宝更多的关爱，千万不能急躁，更不可
训斥宝宝。”

断奶：第二次“母婴分离”
注意对宝宝的心理发育产生影响

□本报记者 徐冬

“金水银水不如妈妈的奶
水”，这句话道出了母乳的巨大
营养价值，母乳喂养的理念也日
益深入人心。然而，随着宝宝长
大，断奶成为年轻妈妈必经的一
道“关口”。在业内医生看来，断
奶不仅仅是食物品种、喂养方式
的改变，对宝宝的心理发育也有
重要影响，必须细致做好相关事
项。

近日，为了提高师生应急疏散
避险能力，培养学生应急逃生自救
技能，达州蓝天救援队17名队员走
进达县职业高级中学，为上千名师
生进行了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及应急
救护知识宣讲。

活动中，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的

队员向学生们讲解了现场急救基本
技术、伤口的包扎以及其他紧急外
伤的现场急救等应急急救基础知
识，现场演练了胸外心脏按压、心肺
复苏救护技术、人工呼吸等应急救
护时伤者的体位和救护操作方法。

（本报记者 孟静 摄）

蓝天救援队传授应急救护知识

医疗组在当地开展义诊

遗 失 启 事
▲达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

2008年6月10日发给白朝俊川
SP8571车的川交运管许可达字
511721000812号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遗失作废。

▲四川全成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渠县渠江镇
半边街60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编号：01360）遗失作废。

▲四川省达州质量技术监
督局2014年1月3日发给达州
市麦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
代码为08985155-6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组代管511700-023
770-1）正本遗失作废。

▲杨雪梅、罗佑川位于达州
市通川区朝阳街道办事处西河
路宏源大厦4-4-3的达州市国
用（2008）第5630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遗失作废。

▲达州市通川区教科局
1997年发给谭碧清的9751371
20001073号教师资格证遗失作废。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2012年3月6日发给廖
菊的 201251002870号护士执

业证书遗失作废。
▲四川省人事厅 2009年

12月2日发给高晓燕的092524
12号初级护士资格证遗失作废。

▲达县卫生局2001年4月
30日发给邓河川的141513021
000159号中医专业执业医师执
业证书遗失作废。

▲达州市通川区卫生局
2007年4月24日发给皮世平的
110513001000375号临床外科
专业执业医师证遗失作废。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2014年12月16日发给
皮世平的51302119651218255X
号主诊医师资格证遗失作废。

▲四川省卫生厅1999年5
月1日发给皮世平的19985111
051302119651218255X号临床
医士执业医师资格证遗失作废。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2010年11月5日发给何
燕的10285021号初级护士资格
证遗失作废。

▲王本饶位于达州市通川
区通川中路55号1-5-1的通川
区国用（2002）字第01251号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遗失作废。
▲达州市达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2014年6月12日发给达县
大堰高山大米加工厂的511721
000047719号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作废。

▲渠县就业服务管理局
2012年4月6日发给张亚敏的
511725001200912号就业失业
登记证遗失作废。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地
方税务局2010年3月18日发给
达州市通川区富通商务酒店（个
人独资企业）的512921197110
101895号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
作废。

▲达州市通川区蒲家中心
卫生院开给陈洪冲、赵大芬之女
陈心怡（生于2006年1月16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达州市通川区蒲家中心
卫生院开给陈洪彪、谭本琼之子
陈磊（生于2005年5月11日）的
H510355495号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作废。

▲达州市宣汉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1年7月22日发给宣

汉县兴缘砂石销售有限公司的
511722000019706号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作废。

▲内江市教育局2009年6
月20日发给龚华的200951000
41001261号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证遗失作废。

▲达州市通川区地方税务
局1999年12月20日发给王钧
的 513001197302070081号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作废。

▲达州市开江工商行政管
理局2015年1月14日发给四川
东升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开江连锁店的5117230000075
07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宣汉县南坝镇花滩社区3
组王世国1992年在宣汉县国土
资源局办理的集体土地使用权
证遗失作废。

▲达州市宣汉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2005年4月20日发给达
州市朝阳万顺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南坝大众连锁店的51172200
0024262号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作废。

▲达州市通川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4年12月1日发给好
一新商贸城永战酒店用品经营
部的511702600254144号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省万源市地方税务
局2006年11月20日发给万源
协和医院门诊部的5117817822
73336号税务登记证正本遗失
作废。

▲万源市地方税务局2008
年11月5日发给自家人的5130
24196610270018号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遗失作废。

▲达州市通川区东城文江
祠社区居民委员会2013年4月
18日在中国银行达州分行老车
坝支行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核
准号:J6750001152101）开户许
可证遗失作废。

▲达州市通川区东城文江
祠社区居民委员会的Q995117
0200115210N号机构信用代码
证遗失作废。

▲陈泽银位于大竹县竹北
乡北塔村5社的A16784号房屋
所有权证遗失作废。

▲宣汉县国家税务局2006

年2月24日发给宣汉县天桥页
岩砖厂的513022640618669号
税务登记证正本遗失作废。

▲达州市通川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2年5月9日发给希
南汽车养护中心的5117006000
33330号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作废。

▲达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
发给牟岗德的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从业资格证遗失作废。

来 函 更 正
《达州日报》2016年3月17

日中缝刊登的“薛光敏位于达州
市通川区野茅溪东城办事处职
工 住 宅 楼 2-6-2的 达 国 用
（2004）字第06985号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遗失作废”更正为“薛
光敏位于达州市通川区野茅溪
东城办事处职工住宅楼2-6-2
的 达 州 市 国 用（2004）字 第
0698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遗
失作废”。

特此更正
2016年5月27日

达州市达川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公 示

达川卫计公示（2016）06号
经申请单位（人）申请，我局

审核，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及《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
理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要求，现
将我局拟设置医疗机构的有关
内容公示如下：

名称：于中江诊所
类别：诊所
选址：达川区三里坪街道骑

龙大道1-1号门市
经营性质：营利性
床位：0张
服务对象：社会
诊疗科目：内科专业******
设置申请人姓名：于中江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有异议，

请于公示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
与达川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行
政审批股联系（书面反映以邮戳
为准）。

联系电话：0818-5336902
特此公示

2016年5月25日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宣汉县工商

质监局备案“（达工商宣字）登记内资受字[2016]第
000355号”，拟注销“宣汉县前河沙石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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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
定处理。

公司地址：宣汉县南坝镇南昆大道联建房
2-1号 联系人：赵祖春 电话：13518240709

宣汉县前河沙石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16年5月27日

清算公告
经公司决定，并申报宣汉县工商质监局备案

“（达工商宣字）登记内资受字[2016]第000409
号”，拟注销“宣汉县红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
公司清偿债权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宣汉县东乡镇宣双路向科汽配一
单元7楼2号

联系人：周纪洪 电话：15681898888
宣汉县红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5月27日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宣汉县工商

质监局备案“（达工商宣字）登记内资受字[2016]第
000263号”，拟注销“宣汉名锦都企业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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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
处理。

公司地址：宣汉县东乡镇金鼓商业广场
3070号 联系人：张斯云 电话：13398331888

宣汉名锦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5月27日

清算公告
经公司决定，并申报宣汉县工商质监局备案

“（达工商宣字）登记内资受字[2016]第000235
号”，拟注销“宣汉县望多吃餐饮有限公司”。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
司清偿债权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宣汉县马渡乡街道444号
联系人：欧胜国 电话：13547252018

宣汉县望多吃餐饮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5月27日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宣汉县工商

质监局备案“（达工商宣字）登记内资受字[2016]第
000353号”，拟注销“宣汉县兴缘砂石销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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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
处理。

公司地址：宣汉县昆池镇昆甄中路谢前波集
资楼从东至西3号

联系人：吴立新 电话：18282263166
宣汉县兴缘砂石销售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5月27日

为确保 2016年高考和中考期间
（2016年5月25日至6月16日），达州
市中心城区学（考）生有一个安静舒适的
学习、考试和生活环境，有效防止和减
少环境噪声扰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管理
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
理办法》《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实际，现将有关事项
通告如下：

一、中心城区各单位、个体工商户及
个人应对其使用的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
设施设备进行改善或整治，确保环境噪
声排放达标。商业经营活动或工业生产
中使用的设施设备，噪声排放不符合国
家规定标准的，一律停止使用。家庭使用
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室内娱乐活动
时，应当控制音量和使用时间，禁止环境
噪声排放超标。

二、中心城区居民集中区和学校附
近的餐饮业、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机械
修理、建材和金属加工业等，必须采取切
实有效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使场所边
界噪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凡边界噪声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
准的，一律停止营业。

三、中心城区商业经营或营业性宣
传活动，禁止使用高音广播喇叭、音响设
备或采取其他产生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
客。严格控制中心城区露天娱乐、集会和
庆典等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群体性活
动，禁止使用音响器材或采取其他方式
发出高噪声。

四、中心城区各建筑工地或建筑室
内装饰装修，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环境
噪声防治措施，严格控制环境噪声。

五、严格控制机动车噪声污染，所有
机动车辆必须遵守市区禁鸣喇叭规定，
严禁机动车辆夜间在居民集中区进行产
生噪声污染的运输装卸作业。

六、高考、中考期间，每天12:00至
15:00、22：00至次日6：00，禁止一切产
生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和建筑室内装饰
装修作业。6月5日至6月9日、6月13
日至6月15日，中心城区居民集中区和
各考场（点）200米范围内，严禁击鼓
（锣）、建筑施工、建筑室内装饰装修等产
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活动。因抢修抢险作
业、生产工艺要求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或相关部门证明有特殊需要必须夜间

连续作业的除外。
七、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环境噪

声污染行为进行监督。凡违反本通告规
定的，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公安、住建、
文体广新等部门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条
例》《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依法予以查处。

八、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举 报 、投 诉 电 话 ：市 环 保 局 ：

2375621，12369，通 川 区 环 保 局 ：
2382084，12369，达 川 区 环 保 局 ：
2661800，12369；市 公 安 局 ：110、
2123310，通川区公安分局：2122209，
达川区公安分局：2133778；市城管执法
局：2383110、96198；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2143752；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
局：2182863。

特此通告
达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达州市环境保护局
达州市公安局
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达州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6年5月25日

达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达州市环境保护局 达州市公安局
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达州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关于加强高考中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
〔2016〕第1号

爱洒“第二故乡”
——我市茂县援藏医疗组工作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