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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决定，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名义表彰一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

体，以党中央名义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按照中央部

署，吉林省推荐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20名、先进集体5个和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4名、先进基层党组织4个。我省在

组织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开展评选

推荐的基础上，经过深入考察、集体研究审

议，确定了向中央推荐的先进个人和先进

集体。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

社会监督，现将有关推荐对象情况予以公

示。公示时间自2020年 8月 6日至8月 12

日。如对推荐对象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通

过电话、邮件、信函等方式向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国家级表彰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告知

或签署真实姓名、联系方式。

电话/传真：0431-88690587、88696466

电子邮箱：jlsbzb@163.com

通讯地址：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

3336号

邮政编码：130022

吉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
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8月6日

吉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
表彰推荐对象名单

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推
荐对象（20人）

张 捷 吉大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

吕国悦 吉大一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秦彦国 吉大二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天戟 吉大中日联谊医院副院长、主

任医师

乔云峰 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姚来顺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主任医师

李 彬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副总

队长

李晓静 吉林日报社科教卫部主任记

者

霍 烽 吉林省卫健委医政管理处副

处长

艾泽铭 北华大学学生

张 健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传染科副

主任医师

李 刚 长春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

薛晓婉 吉林市丰满区田园社区党支部

书记

徐 聪 四平市传染病医院主管护师

毕雪娇 辽源市人民医院护士长

徐 晶 通化市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

医师

孙晓岩 白山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

姜 娜 长岭县前七号镇党委副书记

张立艳 白城中心医院副主任护师

孙燕成 延边州公安局副局长

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推
荐对象（5个）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吉林省公共

卫生研究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吉林市中心医院

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对象（4人）
吕国悦 吉大一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天戟 吉大中日联谊医院副院长、主

任医师

李晓静 吉林日报社科教卫部主任记

者

薛晓婉 吉林市丰满区田园社区党支

部书记

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4
个）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吉林省公共

卫生研究院）党委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党委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党委

吉林市中心医院党委

吉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推荐对象公示

连日来，松原市
查干湖景区荷花竞相
绽放，争奇斗艳，引得
游客纷至沓来，观荷
花、赏美景，感受大美
查干湖。

本报记者

王学雷 摄

4年前，楞场村是省级贫困村，25户贫困

户还在捉襟见肘地生活，村里除了苞米没啥

拿得出手的。

4年后，这里道路整洁，鸟语花香，林下

参种植、“属他恬”地瓜干、食用菌种植、宝石

花大煎饼四大支柱产业蓬勃发展。

早上7点 20分，从长春发车，到下午4

点，终于来到了这个抚松县最为偏远的小

村子。“从长春到咱们这就是车不方便，每

天长途客车就一趟，还是固定时间。”作为

已在这里生活了4年多的楞场村第一书记

车晖，似乎已经习惯了。如今，已是抚松县

沿江乡副乡长的他，依然派驻沿江乡楞场

村任第一书记。

“看，这是我们新修的巷道，这路两旁都

是苹果树和李子树……这是我们争取资金6

万元新建的文化长廊，用来展示楞场村近年来

的发展变化。看这边，这是我们的食用菌种植

项目。还有这山坡上，是我们的林下参种植基

地……”跟随车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记

者可以感受这个山村的每一处变化。

在走访曾经的贫困户毛久平家时，说起

楞场村的变化，毛久平情绪有些激动：“车书

记来了，他帮扶我们，收入逐年增加，现在村

里环境也是大变样，以前雨天走在村里，道路

泥泞得犹如踩进大酱缸，现在巷道纵横，道旁

还种上了花草和果树，村子也干净卫生了，也

更漂亮了。”

“初来这里，通过走访调研，我们就研究

确定了3条工作主线：加强村里的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发展扶贫产业

项目，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实施一户一

策，针对每个贫困户的具体困难和多元化需

求提供定向支持。”车晖解释。

面对村民的表扬，车晖也是感慨良多，这种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过程，让他付出辛劳的同

时，也同样收获了成就感。就村上的几个支柱

产业而言，如果说宝石花大煎饼将村子里的小

煎饼作坊发扬光大，那么“属他恬”地瓜干就像

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是从无到有的品牌创立。

最初通过走访调研，车晖了解到楞场村

种植的白头霜玉米口感较好，适合加工东北

大煎饼，他与村班子一起商议决定引导村民

发展白头霜玉米种植产业，让楞场村的贫困

户与宝石花煎饼合作社达成合作协议，贫困

户种植的白头霜玉米由合作社高价回收，保

证了贫困户每年都有固定收益，使宝石花煎

饼成为脱贫攻坚的有力助推产业。

在车晖的努力下，宝石花大煎饼被央视

《生财有道》节目组连续3年关注和报道，这

不仅使楞场村宝石花煎饼合作社创造了一晚

上10万元的订单纪录，产品远销海外，也为

地瓜干加工厂、林下参种植等其它项目增加

了知名度。

乡村产业兴旺要避免单一化，实现多业

并举才能让路越走越宽。沿江乡地处松花江

流域，拥有独特的江畔“沙土地”，而“沙土地”

水分易下沉，最适合种植优质地瓜。这条信

息也让车晖和村班子打起了种地瓜的主意，

“属他恬”地瓜干由此诞生。

车晖积极争取上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

的支持，争取到扶贫专项资金127.8万元，建成

占地1500平方米的楞场村地瓜干加工厂。去

山东调研，购买食品加工机械等，跑前跑后的

车晖，主动为产品代言，并利用微信、微博等新

媒体平台广泛宣传，让这个新项目当年纯收入

达5万元，贫困户每亩地增收2000余元。

“咱们的地瓜和别处的不一样，口感也不

同，对比市场上其他品牌的地瓜干，在加工工

艺上，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让村民们都用自

己的方法做，然后筛选出大家认为口感最好

的，再形成自己的制作工艺。我们已成功将

地瓜干的商标注册下来了，咱不是以单一产

品注册的，而是按一大类产品注册的，所以还

可以衍生出更多产品。”说起创业过程，车晖

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林下参种植、食用菌种

植……就这样，4年多时间里，车晖的产业扶

贫越做越好，越做越顺手，村民们的脱贫致富

之路也越走越宽。

曾经的贫困户，74岁的李金全告诉记

者，他在自己的一亩地中分别种了地瓜、花生

和玉米，不仅有村里回收地瓜的收入，现在还

负责村里的环卫打扫，每月有1000元的工

资。“车书记来了，村里的煎饼厂、地瓜干厂、

林下参种植、木耳厂全都建起来了，修路、安

灯，环境越来越好了，这样的能人，我们怎能

不感激他？”李金全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未来，我们还要发展旅游产业，我们这

里有松花江，这山、这树、这水……”车晖的

想法还有很多，等着他带领乡亲们一步步去

实现。

百 姓 心 中 他 最“ 甜 ”
——抚松县沿江乡楞场村第一书记车晖的故事

本报记者 董博

每年夏季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仅今年8月3日，长春

市农安县和吉林市松花江便连续发生两起溺水事故，5人不

幸身亡。这些溺水事故虽不能完全避免，但通过有效预防和

学会自救、他救等急救常识，就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悲剧的发

生。那么，当溺水时，我们该怎么办？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

长春急救中心第一分中心主任赵云霄，听她讲解关于溺水的

急救常识。

“首先家长要给孩子做好安全教育，教导孩子不要擅自去

江、河、水库等危险水域下水。孩子外出游泳，一定要事先征得家

长同意，尽量由家长陪同，选择去有安全保障的游泳场馆游玩。”

赵云霄说，一旦不幸溺水，无论成人还是孩子，如果不熟

悉水性，一定要保持冷静，头部向后取仰卧位，躯体放松可呈

漂浮状态，鼻部露出水外保持呼吸。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因

为深吸气时，人体的比重可降到0.967，比水略轻，深呼气时

比重增大1.057，比水略重。溺水时切记不可手臂上下举动

挣扎，这样人体会更快速地下沉。

如果是会游泳者发生溺水，突然小腿抽筋，要保持镇静，

采取仰卧位，用手将抽筋腿的脚趾向背侧弯曲，可缓解小腿的

痉挛，此时要慢慢游向岸边，不要在水内过久停留。

若发现有人落水，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大声呼

救，请求支援。没有学过救生技术，不要盲目跳入水中救人，

若落水者离岸不远，可用竹竿、木条等从岸上施救，这是最安

全有效的办法。也可以对其抛掷救生圈、救生绳带等可漂浮

物，均可使落水者获救。因为存在施救时再次发生救援人员

落水的风险，不建议通过手拉手人链方式施救。

会游泳者进行施救时应迅速游至溺水者附近，观察清楚

位置，从落水者后方出手救援。从正面施救会由于落水者的

惊恐而紧紧抱住施救者，从而无法划水造成更大的危险。

将溺水者救上岸后，如何处理和施救呢？赵云霄说，首先

应立即清除溺水者口腔内的水、泥及污物，解开衣扣领口，保

持呼吸道通畅。有呼吸心跳者先行控水，将患者俯卧，然后抱

起腰腹部，使其背朝上、头下垂进行控水。或者取半跪位，将

溺水者腹部放在急救者腿上，使其头部下垂，并用手平压背部

进行控水，此时要注意防止胃内容物吸入肺内。

赵云霄特别强调说：“如果溺水者心跳呼吸停止，应立即

进行心肺复苏，不要控水。尤其在心跳停止后4分钟内实施

复苏最为关键。即使淹溺时间较长，仍有救活的可能，不可轻

易放弃抢救。在抢救过程中，不能因过久的控水而耽误心肺

复苏，因为淡水淹溺者，吸入肺内的水常常很快被吸收，部分

溺水者因对水的寒冷反应产生喉痉挛，肺内并无水吸入，且因

多方面原因使控水常常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无效。因此

控水不宜太久，以免耽误其他抢救机会。”

无论溺水者有无心跳，都需要运送至医院就诊，警惕“干

性溺水”不良事件发生，且无心跳溺水者在转送途中要保证不

间断的心肺复苏。

当溺水时，我们该怎么办？
本报记者 张添怡

本报讯（姜丽霞）敦化市一直将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

作列为年度惠民实事之一，尤其近3年来，各级总计投入资金

200多万元，为505名贫困残疾人进行了家庭无障碍改造，助

力解决一些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

敦化市委、市政府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研究确定

了“试点先行、依次推进”的总体思路，实行市级抓示范镇、镇抓

示范村、村抓示范户的“三级试点”，以试点创示范，用看得见、摸

得着的改造实效打消群众等待观望情绪，增强积极性。将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符合条件的重度肢体、重度视力残疾人家庭全部

确定为改造实施对象，同时，选择一户多残、老残同户的重度肢

体和视力残疾户一并纳入改造，实行“一户一方案”，确保改造项

目更精准。建立全市无障碍改造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组成两

个督导组实行重点督导。市残联以无障碍改造政策为依据，将

26项改造项目编制成“菜单”，请残疾人、亲属和基层残联干部投

票选择最想改造的项目，确定了配送院落地面平整硬化、无障碍

坡道建设等共性改造项目，使无障碍改造更贴合实际。

项目严格按照采购工作程序化、标准化、规范化要求，实

行阳光招标，选定有资质的两家公司具体负责工作推进。市

残联专门安排人员到施工现场开展技术指导，帮助解决问题，

并建立定期通报制度，紧盯实施进度。

对家庭无障碍改造对象名单进行公示，改造完成后，农

户、村委会负责人、乡镇残联查验负责人对改造质量分别签字

盖章。工作人员逐户验收，填写质量验收记录、整理档案，对

于质量不合格的，限时整改到位。组织财政、审计等部门对项

目进行复验和抽查，同时市残联对过去3年实施的改造工程

逐户进行“回头看”，明确当年项目实施和完成时限。

经过努力，敦化市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取得明显

效果，极大提升了残疾人士的生活质量，使他们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不断增强。

敦化：家庭无障碍改造提升残疾人幸福感

本报 8 月 10 日讯（记 者 李 晓 静 景
洋）今天，吉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启动仪

式在吉林大学举行，副省长安立佳、吉林

大学党委书记姜治莹、吉林大学校长张

希等出席启动仪式。在启动仪式上，吉

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与中国一汽、中车

长客、长光卫星、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 9

家企业、科研院所和医疗机构签署合作

协议。

2019 年 9 月 29 日我省成立吉林应用

数学中心，该中心由省科技厅会同省教

育厅和中科院长春分院组织，由吉林大

学联合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省计算中心

等单位共同建设。今年 2 月 26 日，该中

心入选首批获得支持建设的国家应用数

学中心，成为吉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未来，吉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将围绕国

家加强数学研究的发展战略，强强联合，

建立开放融合机制，以“数学+”为载体，

用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数学发现、数学

规律引导创新实践，聚焦“数字吉林”、新

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卫星数据应用等领

域，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

吉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启动

本报讯（记者刘霄宇）为应对主汛期各种气

象灾害突发事件，确保汛期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减少灾害损失，提高防汛抢险的反应能力，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组织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

演练以长春市发生特大强降雨、新立城

水库放流达到250立方米/秒，长春市防汛指

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Ⅱ级调整至Ⅰ级，宽

城区伊通河四化桥拦河闸下游段国堤出现险

情，周边村庄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威胁为背景，

以应急预案为基础，围绕村民转移疏散、倒房

搜救、堤坝加固等重点环节进行演练。

据悉，宽城区自6月1日起就启动了防汛应

急24小时值班制度，成立了防汛工作督查检查

组，对全区属地防汛指挥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

同时，对堤防进行了加固，并对排涝站进行改扩

建，倒排工期，确保汛期到来前恢复防洪功能。

此外，宽城区还提高防汛抢险的专业化、

科学化水平，通过“人防、技防”结合，构筑全

方位防汛防线。压实压牢工作职责，落实落

细备汛措施，切实提高防汛抢险应急救援能

力，确保安全度汛。

长春市宽城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纪洋)8月9日晚，在长春市长影世纪城亲水

舞台上，一场由吉林省戏曲剧院民间艺术团带来的二人转专

场演出精彩上演，让观众度过了一个愉快、难忘的夜晚。

此次活动是第七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广场文艺

演出暨2020年公益文化惠民演出之一，是吉林省戏曲剧院民

间艺术团的首场二人转专场演出。为满足不同年龄的观众，吉

林省民间艺术团特别准备了雅俗共赏的正戏、诙谐幽默的拉场

戏，展示了最正宗的东北二人转的浓浓风情。长春市民刘先生

在观看晚会后兴奋地说:“大周末，能带着全家人看场热热闹闹

的二人转，真是过瘾！演员们表演得认真专业，观众也看得畅

快尽兴。”

省戏曲剧院二人转专场精彩上演

（上接第一版）三要聚焦重点产业把文章做好、经济做活、规模

做大。立足既有基础，加快现代农业及农产品深加工、专用车

生产、精细化工、医药食品等产业发展壮大。在黑土地保护和

利用方面要保“熊猫”、立标杆、当先锋。在农机制造方面要走

在全国前列。在物流基地建设方面要立足四平、服务吉林、辐

射东北，成为重要物流枢纽城市。在招商引资方面要延链扩

链强链补链，配套产业、人才等政策，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同

时，要加快工业经济增长，抓好项目谋划建设，促进消费供给

回补，全力向着全年既定目标迈进。要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措施，强化安全生产，兜牢民生

底线，确保各项工作举措落地见效。

蔡东、王志厚等参加有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