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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形式 清风化雨
增强实效性

该县纪委创新廉政文化教育形
式，在各小学、幼儿园开展“廉洁六一”
等主题教育活动；以“让未来社会风清
气正，让廉洁文化走进校园”为主题，
通过召开主题班会、看廉政警示教育
影片、听爸爸讲廉洁故事等形式，引导
少年儿童从小树立崇廉尚廉的思想意
识；组织小学生在博物馆参观历史展
览，感受千年文化；利用“红领巾大讲
堂”“花季护航”等专题教育讲座的形
式，通过分享小故事、名言警句、交流
感想等，加深了学生对廉政的理解，累
计为青少年发放廉政教育读本《清廉

人生》共计2500余册。

同频共振 多方助廉
突出针对性

该县纪委在县域内醒目位置打造
一面面生动有趣、图文并茂的廉政文
化墙，以全面宣传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廉洁从政的思想，充分发挥廉政文
化的“软实力”作用。以“树清廉家风，
创最美家庭”为主题，通过集体签署倡
议书、致领导家属的一封信、评选“廉
内助”等多种方式开展廉政文化进家
庭活动。定边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全体
干警专题学习《最高人民检察院禁酒
令》与《检察人员八小时外行为禁令》，
并向每位干警发放印有两项禁令的小

卡片，提醒干警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切实担负起“一岗双责”的主体责任。
开展“宪法进机关”赠书宣讲活动，共
发放新修订版《宪法》和《监察法》读本
7300余册。

主动发声 民风淳廉
注重细节性

该县纪委在全县19个乡镇（街道
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打造廉政示范
点，用示范点“四个一”工程，以点带
面，赋予廉政教育新的动力。建立廉
政书屋。要求所有党员集中在廉政书
屋听党课，允许群众借阅廉政书屋的
书籍，学习生产技术，增强致富本领。
打造廉政文化墙。每季度，公布村务、

党务、财务以及“一事一议”和“三重一
大”情况，及时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动
态更新宣传党的最新理论、惠民政策、
村规民约等。组建廉政文艺宣传队。
专题宣传党的新政策，丰富群众娱乐
生活。建立便民服务点。便民服务点
是党员的活动中心，同时负责党风廉
政示范点的日常管理，收集群众的意
见建议，更重要的任务是为村里的老
弱病残户代办支农惠农资金补贴、残
疾证申领、社会救助、计划生育服务等
各项工作。县纪委联合文明办在18
个乡镇、街道办，开展“倡廉洁，颂美
德，传家训，兴文化”廉政宣传活动，内
容将“八项规定”“精准扶贫”“家风家
规”“两个责任”等融入其中，更好地促
进了廉政文化宣传教育全覆盖。

作为一名教师、一名共产党员，榆
林市第五中学办公室主任，支委委员方
李强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学生做到
的自己首先做。坚持在教育一线是他
的信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方李强坚持成才先成人的教育思
想，他既是学生学习中的良师，也是生
活中的益友。工作十六年来，他始终
坚持在教学一线，年年有监堂和改卷，
天天有加班，经常都处在极度紧张的
教育教学工作中，但也乐在其中。他
经常与学生谈心，帮助后进学生，为学
生排难解忧。同学们都认为他是值得

信赖的老师、教学经验丰富的导师、热
情的朋友、值得尊敬的长者。

方李强的教案实用性强，能将难理
解、难记忆的知识编写成顺口溜或快
板。在课堂上，他开动学生大脑，活跃
学生的思维，将课本知识与生活事例有
效联系，并在教学中应用“赏识教学
法”，使每位学生都能进步。他所带的
学生在每年中考中成绩突出，其中李兆
坤同学被中央财经大学录取，享受过国
务院奖学金，现被保送到北大上研究
生。杨硕同学在自主招生考试中获得
全区第一名，被市一中录取。他本人也

多次被评为模范班主任，2014年被区
委、区政府授予“优秀教师”称号。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方李强舍小
家顾大家，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带头严格执行
值班制度，节假日值班出现空岗时，
他主动顶岗，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上传
下达等各项日常事务。

连年的九年级化学教学工作中有
些教师身心疲惫，不愿意继续。而他能
够勇挑重担，不计酬劳，带一个班就达
到满课时，在特殊时候曾带过4个班的
教育教学工作，达到3个人的工作量。

建校初期学校部门不全，人员配
备不齐，他身兼数职，办公室里他既
是领导又是干事，起草了学校的各种
规章制度和发展规划，组织确立了校
园“三风”和校训、参与设计了校徽、
组织编写了校歌，负责管理学校的电
教设施，支部、工会、团委、德育、各种
创建工作和宣传工作他都做过。

平凡的积累，就是不平凡。方李
强在平凡的岗位上，多年如一日，兢
兢业业干工作，精益求精抓管理，努
力争做职业道德标兵，谱写了一曲不
平凡的党员之歌。

石咀驿镇深化干部作风整改做到

“四个结合”“四个聚焦”
本报通讯员白高峰 徐小慧报道 近期，清涧县石咀驿

镇持续开展干部作风整改工作，该镇党委政府坚持做到“四
个结合”“四个聚焦”，下硬茬转变干部作风，推动基层工作。

“四个结合”就是把持续开展干部作风整改工作同“讲
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同整治“四风”问
题结合起来，同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整治结合起来，同

“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建设年”活动结合起来。“四个聚焦”即
聚焦“四个意识”，看政治立场是否坚定；聚焦“四风问题”，
看正风肃纪是否严格；聚焦脱贫攻坚，看减贫成效是否明
显；聚焦服务“三农”，看人民群众是否满意。用“四个聚焦”
紧盯重点工作，紧盯干部作风的细微末节之处，全面深化干
部作风整改，促进干部作风明显转变。

府谷县

狠抓组工干部自身建设
本报通讯员李军报道 府谷县委组织部要求组工干

部必须在自身建设上走在时代前列，着力“六要求”提升组
工干部队伍自身建设。

要求坚定信念。作为组工干部，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尤其要做到政治上绝
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

要求严守规矩。作为组工干部，必须坚持公道正派，不存
私心。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开展工作，坚持依法依规讲程序。
要坚守好人生“防护堤”，坚持做到思想上有防线，内心里有底
线，行为中有红线，能够经受住金钱、权力、美色等考验。

要求干在实处。没有实干，再好的蓝图、再好的愿景，
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作为组工干部，更要自觉将“干”
摆在前面，放在首位，撸起袖子加油干。

要求研究政策。组织工作是一门科学，专业性很强。
作为组工干部，要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精
神，要充分发挥“安专迷”精神，研究政策、吃透业务，争取成
为组织工作的行家里手。

要求加强学习。作为组工干部，要向理论知识学习，提
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要向实践
学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在火热的实
践课堂磨炼自己，增长才干。

要求用好干部。用好干部是对干部最有效最直接的激
励，作为组工干部，要精准科学选人用人，不断提高识人选
人水平，以任人唯贤的恢弘气度，切实选准用好干部，对成
熟较早的干部和大器晚成的干部都要公平公正适时予以使
用，大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党建
动态

2018年，定边县纪委充分发挥廉政文化作用，坚持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更加注重法制和道德教育，积极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廉政教育形式，同频共振、主
动发声，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平凡之中有真情
本报记者 冯军

廉政凝正气 文化扬清风
——定边县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纪实

本报通讯员 魏欢欢

儿科领域的跋涉者
——榆林市第一医院儿一科主任 杨勇

杨勇1998年毕业于延安医学院，
分配于榆林市第一医院儿科从事儿科
临床及教学工作，凭着对医学事业的一
腔热血，他工作中精益求精，追求完美，
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恪守
崇高的医德医风，理论结合临床，不断
学习医学新理论、新知识，通过多年的
临床探索及总结，对小儿各种感染性疾
病的诊断及治疗具有较深造诣，对反复
及难治性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及相
关免疫损伤性疾病具有较高的诊治水
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从事儿科工作
20年期间从未出现任何医疗差错事故，
并多次获评医院先进工作者，在当地群
众中享有极佳的声誉及口碑。在担任
儿科主任6年期间，领导科室医护人员
每年完成近2000名住院患儿及1万余
（次）门诊患儿的诊疗工作，并积极响应
党的医疗扶贫工作，坚持每年到基层医
院及乡镇农村开展医疗指导和义诊工
作十余次。

对于喜欢探究、擅长逻辑思维的杨勇并不满足于
当一名普通的儿科医生，工作后，他凭借良好的英语功
底及踏实的医学临床基础理论，考入青岛大学医学院攻
读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获益匪浅，边临床实践边参加
科研活动，不但打下牢固的专业理论与实践基础，而且
建立了科学严谨的科研方法，开阔了科研思路，为他以
后的专业性科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4年以优
异的成绩毕业，取得青岛大学医学院儿科学硕士学位，
学习结束后返回榆林市第一医院工作，在从事儿科临
床、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临床科研探索工作。众
所周知，科研工作是一项充满智慧、艰辛和挫折的工作，
往往会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经历过无数次的失
败。在当今社会，能甘于寂寞、守着清苦而艰难跋涉于
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容易，在不如人意的科研条件下取
得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更不容易，但杨勇在繁忙的临床
及教学工作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执着于科研探索，经
多年的努力，他以第一作者在国家医学专业核心期刊上
发表科研论文10余篇，SCI收录论文3篇，先后主持完
成市级科研课题3项，均获得了榆林市科学技术二等
奖。第一项科研成果《反复扁桃体炎患儿缓解期辅助性
T淋巴细胞亚群的功能状态及黄芪的调节作用》，该研
究项目对免疫调节剂在缓解期治疗反复扁桃体炎的研
究成果进行交流，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极大改善了
该类患儿的预后，给社会和家庭减轻了负担，具有较好
的社会效益。同时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免疫机制研究方
向提供新的思路，进一步从Th1/Th2途径为免疫调节
剂的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该成果论文结论被众
多学者参考应用，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
持及新的方向。成果得到了业内专家的一致肯定与好
评，经科技局组织专家评审，一致认为该项目综合技术
达到省内领先水平。第二项科研课题《难治性肺炎支原
体肺炎患儿T细胞活化功能状态的研究》及第三项科研
课题《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高危因素的分析
研究》分别于2010年及2012年完成，该课题首次从T
淋巴细胞早期活化标记CD25和晚期活化标记HLA-
DR多方面进行检测，对患儿感染期T细胞活化功能状
态进行报道，进而较全面地揭示了该类患儿淋巴细胞活
化功能状态，并对其发病的临床高危因素进行分析，首

次揭示了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免疫功能状态，
明确了患儿病情迁延不愈的原因及临床高危因素。研
究结果为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免疫机制的研究提供
了新的方向，为临床诊断和治疗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
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该病的早期干预
及救治能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具有较高的临床
应用价值，综合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到了同行专
家的肯定与好评。同时积极协作参与省市级科研项目
3项，其中参与省级科研课题《数字化技术与钛合金相
结合在下颌骨缺损个体化修复中的应用研究》，获评
201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杨勇，男，绥德人，44岁，硕士学历，博士在读，儿科主任医师，榆林市第一医院儿一科主任兼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榆林市突出贡献专家，西安交通
大学医学部硕士研究生现场指导教师，延安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内分泌专业组委员，榆林市儿科学会常
委，榆林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及榆林市第五届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榆林市科学技术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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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从
不沉醉于过去的辉煌，仍然对自己
高标准要求，虚心学习，为了进一
步提高自己的医疗科研水平，目
前攻读西安交通大学儿科博士研
究生，从事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免疫遗传发病机制的相关研
究。目前承担市级科研项目1项，
博士课题1项。希望凭着自己对
儿科事业的执着和热情，再接再
厉，再创佳绩，为榆林市儿科事业
尽一份力量。

他微笑面对每一位患者，妙手
仁心；他执着于医学研究，无数次
实践，孜孜不倦；他奋斗在医疗事
业的第一线，无怨无悔；他妙手回
春，创造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
他捍卫生命的尊严，让生命之光穿
透死亡和黑暗，用双手撑起患儿的
明天。

日常门诊工作 日常查房工作

省市各级获奖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