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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蔡 铭）今年以来，山阳县城关街道
纪工委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开展精准监督，压紧压实基层党组
织主体责任，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为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保驾护航。

山阳城关街办综合利用微信工作群、乡村大喇叭、村居公
开栏等媒介平台，广泛发布涉及农村领域的党纪法规，持续加
大农村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曝光力度，教育引导农村党员干
部远离红线，明底线、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深入开展先进
典型教育、廉政警示教育，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积极带领广大群众在乡村振兴大道上阔步前行。聚焦乡村振
兴工作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环节，会同村级小微权力工作监
督工作组，重点监督项目工程建设、资金使用情况，确保惠民
资金真正用到基层惠及百姓；充分发挥监督检查职能，紧盯乡
村振兴各阶段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关键人，不断加大对乡
村振兴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查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为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提供坚强作风和纪律保
障。通过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在街办、村（居）等群众较密集的
场所公开受理信访举报等方式，发动群众监督，及时掌握社情
民意，认真受理信访举报线索，将监督触角延伸到基层；坚决
以“零容忍”的态度，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执行上级决
策部署不力、作风不实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进一步压实工作
责任，强化作风纪律意识，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有力
保障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在基层落到实处。

精准监督 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党营章）“通过本次培训，我学到了很
多人民调解方面的实用方式方法。在今后工作中，我将发挥

‘法律明白人’职能作用，宣传好、使用好法律武器，为老百姓多
办实事好事。”柞水县红岩寺镇本地湾村党支部书记张贻选说。

为充分发挥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宣传和农村普法工作
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乡村“法律明白人”用法律知识化解矛盾
纠纷水平，9月 21日，柞水县红岩寺镇开展乡村“法律明白人”
培训会，将辖区各村（社区）“两委”干部、人民调解员、网格员、
老党员等 50余人纳入“法律明白人”队伍进行培训。

培训会上，详细介绍了实施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
程的背景、乡村“法律明白人”的基本条件和主要职责，组
织学习了《民法典》等相关知识。县法律援助中心李玥通
过案例分析、观看视频等方式向参训人员宣讲了婚姻家庭、
继承养老、债权债务、劳务合同、邻里侵权等法律常识，并结
合农村工作实际以案释法，指导“法律明白人”如何运用法
律化解农村基层矛盾纠纷。会后，组织了乡村“法律明白
人”知识考试，为考试合格人员颁发了“法律明白人”证书及
徽章，并为参训人员发放了《柞水县“法律明白人”知识问答
口袋书》。

红岩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宁江平说：“‘法律明白人’的
培训及上岗，将大力推进红岩寺镇法治乡村建设，提高村民法
律意识，进而实现乡村建设从‘人治’到‘法治’，为乡村振兴注
入法治活力。”

“法律明白人”培训上岗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芳玲 柴明明）今年以来，洛南县
按照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部署要求，结合城区“三无”
小区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疫情防控等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建立
城区“三无”小区“一联双派双呼应”长效管理机制，使“三无”
小区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一联”即对没有自管小区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对应包
联城区“三无”小区，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指导小区开展工作，协
助加强日常规范管理。“双派”即为每个“三无”小区党支部选
派第一书记、党建指导员和工作队队员，接受街道党工委和社
区党总支双重管理。“双呼应”即为小区做好服务，小区群众有
需求、有呼叫，支部和党员就要快速回应，积极解决小区群众
的合理需求，为小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在疫情防控、防汛救
灾等急难险重工作任务中，上级党组织有要求、有呼唤，支部
和党员就要立即有响应，第一时间落实组织要求。

通过建立城区“三无”小区“一联双派双呼应”长效管理机
制，洛南进一步加强“三无”小区管理和规范化建设，并充分整
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小区居民和志愿者等工作力量，积极开
展网格化管理，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确保疫情防控
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洛南优化“三无”小区管理

（接上期）
56.能看懂食品、药品、保健品的标签

和说明书。
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签

标示应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
格、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
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
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及其他
需要标示的内容。预包装食品标签向消费
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的说明，包括营
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

营养成分表是以一个“方框表”的形
式标有食品营养成分名称、含量和占营
养 素 参 考 值（NRV）百 分 比 的 规 范 性 表
格，强制标示的核心营养素包括蛋白质、

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
药品的标签是指药品包装上印有或者

贴有的内容，分为内标签和外标签。药品
内标签指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的标签，外
标签指内标签以外的其他包装的标签。
药品的内标签应当包含药品通用名称、适
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规格、用法用量、生产
日期、产品批号、有效期、生产企业等内
容。药品外标签应当注明药品通用名称、
成分、性状、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规格、
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贮
藏、生产日期、产品批号、有效期、批准文
号、生产企业等内容。

药品说明书应当包含药品安全性、有
效性的重要科学数据、结论和信息，用以指
导安全、合理使用药品。药品说明书的具
体格式、内容和书写要求由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发布。

标签或者说明书上必须注明药品的通
用名称、成分、规格、生产企业、批准文号、
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适应症或者

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和注
意事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
药品、放射性药品、外用药品和非处方药的
标签，必须印有规定的标志。

非处方药是可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
的药品。非处方药分为甲类非处方药和乙
类非处方药，分别标有红色或绿色“OTC”
标记。甲类非处方药须在药店执业药师或
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乙类非处方药既
可以在社会药店和医疗机构药房购买，也
可以在经过批准的普通零售商业企业购
买。乙类非处方药安全性更高，无需医师
或药师的指导就可以购买和使用。

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有明示或
者暗示治疗作用以及夸大功能作用的文
字，不得宣传疗效作用。必须标明主要原

（辅）料，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
保健作用和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食用方
法和适宜的食用量，规格，保质期，贮藏方
法和注意事项，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卫生许
可证文号，保健食品标志等。

57.会识别常见的危险标识，如高压、
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生物安全等，远
离危险物。

危险标识由安全色，几何图形和图形
符号构成，用以表达特定的危险信息，提示
人们周围环境中有相关危险因素存在。常
见的危险标识包括高压、易燃、易爆、剧毒、
放射、生物安全等。

识别常见危险标识，远离危险，保护自
身安全。但要注意，危险标识只起提醒和
警告作用，它本身不能消除任何危险，也不
能取代预防事故的相应设施。

58.会测量脉搏和腋下体温。
脉搏测量方法：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指腹平放于手腕桡动脉搏动处，计一分钟
搏动次数。

腋下体温测量方法：先将体温计度数
甩到 35℃以下，再将体温计水银端放在腋
下最顶端后夹紧，10 分钟后取出读数。

（未完待续）
（市健康教育中心供稿）

2015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释义》

本报讯 （通讯员 益曾民）交通文明是城市文
明的重要标志，文明出行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为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行动，增强全民交通
安全意识、文明交通意识，商洛公安交警倡导广大市
民朋友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商洛交警温馨提醒：在步行时我们需要注意，步
行外出时要注意行走在人行道内，在没有人行道的地
方要靠路边行走。横过马路时须走过街天桥或地下

通道，没有天桥和地下通道的地方应走人行通道；在
没划人行横道的地方横过马路时要注意来往车辆，不
要斜穿、猛跑；在设有护栏或隔离设施的道路上不得
横过、钻越、跨越。

在骑行时我们需要注意，按道行驶，靠右行驶；按规
定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向行驶；车辆停放请在
指定位置整齐停放，车头统一朝向；严禁乱停乱放。

在驾驶时我们需要注意，请不要闯红灯，不随意

变道行驶；不强行超车，不乱鸣喇叭；驾乘人员要系好
安全带，不向车外抛撒物品；开车时不接打手机；斑马
线前要文明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停车时要在规划的
停车位内顺向整齐停放，车头统一朝向；禁止在人行
道上停放。

构建城市交通文明，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从
自我做起，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规范自己的交通行为，
大家携手共创交通文明安全环境。

商洛交警倡导市民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9月23日，是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洛南县景村镇
常湾村党支部联合帮扶单位县档案馆共同举办最美榜样表
彰活动。 （本报通讯员 马宏涛 摄）

9 月 23 日，市慈善协会在市区举行

2022 年困难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活

动现场，工作人员为我市今年考上大学的

50名困难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共15万元，鼓

励受资助学生努力学习、回报社会，希望更

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参与慈善，传递社会

正能量。 （本报记者 方 方 摄）

从一个卫校毕业生，到退伍军人，从一
个失业青年，到卓有成就的社会新阶层人
士。十年来，山阳青年阮国平经历了太
多的坎坷和惊喜，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和幸福。

“回首这十年，我见证了县城日新月
异的变化，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健康更多
的需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一切，
也让我在创业路上和公益路上收获了满
满的正能量。”9 月 24 日，在山阳县阮氏口
腔门诊，公益志愿者阮国平深有感触地对
记者说。

阮国平是山阳县天竺山镇人。作为基
层医务工作者，他医术精湛，始终保持着乐
于助人的奉献精神，每年参与公益的时间

都在 60 天以上，经常为贫困家庭患者免费
诊治口腔疾病。

57 岁的孙先生不久前进行了种植牙，
“我的这颗牙坏了有段时间了，一直没有
镶。到西安不方便，在国平这里种植牙，既
方便又经济实惠，牙痛再也不用愁了！”

这一切，在过去阮国平却是想都不敢
想的事。

十年前，阮国平从部队退伍回来，成了
一个失业者。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利
用医学专长，在县城开了一间牙科诊所。
创业之初，设施简陋，面积狭小，只有 1 台
牙椅，他既当医生又当护士。初尝了创业
的艰难，阮国平初心不改，凭着技术好、服
务优、收费低，很快在山阳口腔行业打开
了局面。

“但真正给我带来发展机遇的还是国
家的政策越来越好，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条
件改善了，在口腔健康方面也舍得花钱
了。”阮国平说，“从创业至今，我根本没想
到自己的门诊会开到现在这个规模。门诊
面积从 20 平方米到现在的近 700 平方米，
从只有 1 台牙椅到数字化牙椅 10 多台，门
诊量从原来的 3000 多人次到突破万人次，
医护工作人员也增加到 20 多人，一些贫困
家庭的学生也在我的口腔医院稳定就业。”

口腔医院效益好了，阮国平把自己的
工作转向了做公益。

有一次，两岭镇一个 60 多岁的老人背
着干粮来诊所看牙，阮国平的心被触动
了。他给老人买了午餐，免费为老人诊治，
让老人深受感动。从那以后，他就踏上了
公益慈善之路。

2015 年，阮国平加入了山阳县爱心公
益志愿者协会，当年出资 5000 元为山阳贫
困学生购买了“壹基金温暖包”。他还联系
社会爱心人士为天竺山镇留守儿童和老人
3 次捐款 15 万元，为天竺山镇九年制学校
购买桌椅 250套。

南宽坪镇村医周有是个残疾人。2016
年秋，他坐轮椅不慎跌倒摔坏了门牙，疼得
3 天没有吃饭。他通过镇卫生院联系上了
阮国平。阮国平一边安慰他，一边收拾工
具。他骑着摩托车从县城出发，用了两个
小时赶到南宽坪镇加油站，又背着工具箱
步行了两个小时，才到了周有家。经过检
查，周有的牙神经断了，他给患者打了麻
醉药，进行了拔除牙髓神经手术，周有的疼
痛很快得到缓解。阮国平分文没收，就背
着工具箱往加油站赶。由于山路崎岖，走
了两个小时后，他这才发现周有的媳妇
带着娃一直在后面送他。到了加油站，周
有的媳妇突然给他跪了下来，哭着说：“谢
谢大恩人！要不是您来救了娃他爸，他是
真要寻短见哩。”阮国平听了，心里涌起一
股暖流。

2020 年大年初一，阮国平接到患者家
长的电话说孩子牙齿疼痛难忍，请求紧急
处理，此时阮国平正在回家过年的路上，
他和姐姐、弟弟已经四五年没见面了，一
家人正等着他回家团聚。他毫不犹豫让
司机开车返回县城，给患者处理好牙齿外
伤，已经是下午 3 点了。当他叫了一个出
租车准备时回家时，雪越下越大，司机师
傅根本不敢上路。无奈之下，阮国平只有
独自在诊所过年。直到正月初四，他才得
以回家。

十年间，阮国平先后为 10 多个镇的老
弱病残社会弱势群体，上门免费义诊 300
多人次，优惠医疗费用 3 万多元。公益路
上，他骑坏了两辆摩托车，也曾多次摔伤，
但他从不后悔。

十年磨砺，初心不改。阮国平用军人
的气节做事，用仁爱之情为人，以慈善爱心
助人，用执着和奉献演绎平凡的人生，用大
爱书写着一名基层医者的责任与担当。

感恩新时代 奋斗有力量
本报记者 贾书章

【开栏语】 十年，弹指一挥间，沧
海变桑田。党的十八大以来，商洛经济
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面貌
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
和获得感更加充实。为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从今日起，本报推出“我的
十年故事”栏目，通过挖掘分享各行业
平凡人背后的不凡故事，串联起商洛十
年间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凝聚起奋进前
行的磅礴力量。敬请关注。

金秋助学金秋助学
爱心圆梦爱心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