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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好有理想 夕阳美好贡献长”
有为之星贾国宝

——记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张如苹
在廊坊市首届“名院、名科、名医、
名护”评选活动中，县人民医院护理部
主任张如苹被评选为“廊坊名护”。从
事护理工作 34 年来，她热爱护理事业，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患者提供着优
质、高效、便捷、满意的护理服务。
张如苹于 1983 年从廊坊地区卫生
学校护士专业毕业，1990 年 7 月担任县
人民医院内科副护士长，1993 至 2006
年先后任急诊科、手术室、儿科、重症医
学科、质控科护士长，2007 年担任护理
部主任。
2003 年非典期间，张如苹主动申请
去非典一线，负责病人治疗护理、非典
病区消毒隔离和护理人员的管理工
作。工作期间，张如苹总是身先士卒，
将消毒液从清洁楼梯的一楼一桶桶拎
到三楼，再通过三楼的污梯一桶桶拎到
一楼，往复循环。她的腰经常被扭伤，
但吃点止痛药后她又全身心投入到工
作中。在此期间，她还主动承担起护理
人员隔离服清洗和宿舍楼道的清洁工

作，同时对队员进行心理疏导，团结大
家 同 舟 共 济 ，照 顾 非 典 病 人 痊 愈 出
院。
张如苹在工作中时刻以《医德规
范》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医疗卫生法律
法规，加强医德医风教育，严格执行医
院的各项规章制度。作为护理部主任，
医院护理管理的负责人，张如苹建立健
全护理工作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程，
同时做好实习生带教、护士注册等工
作。此外，她还负责院报供稿、审稿、校
对、编辑等相关工作。她始终贯彻实施
患者需求至上的服务理念，想患者之所
想、急患者之所急，努力改善群众的看
病就医感受，促进护理管理质量持续改
进。
在优质护理病区建设中，张如苹实
行责任制护理工作模式，患者对护理工
作满意度达 99.79%。她执行护理人员
弹性调配机制，每个护理单元上报 1 至
2 名机动护士，护理人员的编配、排班及
工作量，按功能需要、能级对应，实施弹

性排班、人性化管理，遇突发事件或紧
急情况，随时对护理人员进行调整，在
满足工作需要的前提下节省人力资源，
以此实现管理的主动权。
在制订护理工作计划、护理质控考
核标准方面，张如苹将各科护士长分为
六个质控考核小组，定期组织护理质控
组科室检查考核、指导工作，每月召开
护理长例会，对每月护理质量检查发现
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措施，布置
下月工作。同时，每年对参加病区的护
理业务进行查房，对科室的常见病种及
疑难重症进行学习、分析、讨论，不断提
升护理质量。
张如苹注重基础护理质量、重点环
节管理，同时主张对患者进行健康宣
教。针对 ICU 特殊护理工作，张如苹亲
自授课，重点对 ICU 护士进行强化培训
和考核。护理部每季度召开护理质量
与安全管理委员会会议，分析总结季度
工作，杜绝护理安全隐患，努力提升护
理水平。

从狠抓护理质量、服务质量，保障
医疗安全入手，张如苹努力在护士中传
播“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她将
护士实行分层级管理，加强护士“三基”
培训、礼仪培训，规范护士行为，每月对
各层级护士分别进行理论、技能考试，
努力提升护士队伍的整体素质。医院
每年选送有一定临床经验的护理骨干
外出进修，学习新知识、新业务、新技
术；内部培训方面从护理技能操作、护
理讲座着手，安排正副护士长等管理人
员培训，潜移默化影响和带动下属，全
面提升护理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为不断更新知识，开阔视野，提高
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张如苹自身也充
分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自学，积极参加省
内外护理管理培训班。她本人多次获
得“廊坊市杰出青年岗位能手”、
“ 优秀
护士”
，县
“十佳青年”
等荣誉称号。

生活源于运动

贾国宝今年 64 岁，退休前任县粮
食局局长。2015 年他被推选为县老
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
贾国宝爱好广泛，喜欢参加多
项体育活动，其中乒乓球和象棋水平
较高。他在全县各类比赛中都取得
过很好的成绩。在参加比赛的同时，
他还积极参与各项体育活动的组织
工作。在县委老干部局每年组织的
迎新春文体活动中，他承担着制定比

赛规则、联系活动场地、确定裁判员、
组织选手参加比赛等，为老年人参加
体育健身活动付出了汗水和智慧。
贾国宝积极推进大厂县老年体
育工作，发挥老体协副主席的重要作
用，在老年体育场所建设、队伍建设
中建言献策，为全县老年人体育运动
的广泛开展和大厂县在全省率先达
标“河北省老年体育示范县”中作出
贡献。
（县委老干部局供稿）

大厂原创微电影
《法官日记
法官日记》
》走红网络

（县卫计局供稿）

我县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影视小镇
随着综艺节目《挑战者联盟》
成功播映及电影《阿修罗》、
《西游
记之女儿国奇孕记》等大手笔创作
的拍摄，大厂影视创意产业园越来
越受到外界关注。
自今年 7 月份，大厂影视创意
产业园开园以来，我县以“影视＋”
为核心发展理念，创新模式打造了
影视特色小镇，配备了“好莱坞”标
准的人才孵化、创新工场、后期特
效、数字化体验、数字化舞美等功
能区。截至日前，大厂影视小镇先
后引进了中国影视后期产业联盟，
美 国 Relativity Education、BASE
FX 公司两家“好莱坞”影视机构，
及中韩青年导演培训基地等文创
产业项目，签约入驻企业及项目 50
余家，覆盖影视产业孵化、前期拍
摄、
后期制作、
宣发交易全产业链。
摄影报道/李海鹏

独具特色的大厂影视小镇

近日，大厂原创微电影《法官日记》走红网络。此微电影由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和县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由大厂评剧歌舞团演绎有限责任公司、国家一级
编剧赵德平先生根据县人民法院已故法官吴宏友的先进事迹改编而成。
《法官日记》展现了吴宏友作为一名法官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用行动为
审判工作增光添彩，
向社会传递正能量的事迹。
影片真实生动展示了一名基层法官为民、务实、清廉的司法情怀，大力宣传
了法官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创立了县人民法院文化新品牌。
《法官
日记》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更是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生动范
例。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陈君说：
“吴宏友是基层法院系统的先进典型，虽然已
去世十多年，
但他的事迹仍在激励和鞭策着我们。
”
摄影报道/张淑杰

我县学生在2016年全国中学生
数学物理竞赛中喜获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李振月 李廷海）
近日，在 2016 年全国中学生数学、物
理竞赛中，大厂第一回民中学高二、
高三学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1 名
学生分获全国二、三等奖。
为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赛前大
厂第一回民中学学科教师遵循学校
提出的“小台阶、高频练”教育思路，
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相关内容的解题
训练，
给予每位参赛学生精心指导。
学生在全国中学生大赛中获奖，
是学校办学实力的展现。目前，我县

中小学校通过多种形式推进各种学
科培训，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省级及全
国性的学科竞赛，激发学生对学科的
热爱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思
维和创新能力，对学生全面素质的提
高大有裨益。
通过各种竞赛，参赛学生得到了
锻炼。同时，随着高考自主招生改革
新 形 式 的 发 展 要 求 ，竞 赛 成 绩 的 取
得，也为学生们更好走进理想的大学
提供了有利条件。

提升安全意识 文明和谐出行
——县城区第一小学组织开展
“全国交通安全日”
宣传教育活动

紧张忙碌的影视后期制作

精彩刺激的 VR 游戏体验

身无分文欲行窃 偷衣不成反被抓
案情：郭某和袁某是一对 80 后情
侣。两人平日无所事事，到处闲逛。当
身上的钱花得所剩无几时，两人商量去
服装店偷衣服变卖换钱。两人于今年
10 月的一天到 A 区某女装店行窃，盗取
女士上衣四件、裤子两条、女士挎包一
个。经鉴定物品价值 2000 余元。在第
一次得手后，郭某和袁某胆子越来越

大，觉得偷窃很容易，于是又在同日晚
上在另一大型商场男装专柜进行偷
窃。两人被店员发现后，交送公安机
关。郭某和袁某的行为已经构成盗窃
罪，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评析：根据刑法第 264 条的规定，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
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

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
的行为。本案中郭某、袁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盗窃商场衣物的行为已构成盗
窃罪，应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
节、悔罪表现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
其进行定罪处罚。
编者语：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少
数人法制观念淡薄，经不住诱惑，出现

“找快钱、发大财”的思想，便不择手段
获取钱财。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
定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而不应
该靠一些不法手段换取。
（县法院陈君
供稿）

举 案 说 法

今年的 12 月 2 日是我国第五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为进一步提升师生交
通安全意识，近日，县城区第一小学通过开班队会、布置黑板报、观看安全教育
宣传片等形式，教育学生遵守公共秩序，保障交通安全。同时，城区一小利用课
间操时间对全校师生进行了题为
“珍爱生命，
安全出行”
的专题讲座。
本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提升了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增强了文明出
行的自觉性。
摄影报道/李振月 王丽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