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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汉阳区一小学

班主任发了工资很高

兴!他宣布"哪个学生要

是敢翻到教学楼二楼走

廊栏杆外跳下去" 他当

场奖励其
45

元!一名四

年级学生经不住诱惑从

二楼一跃而下" 结果把

腿摔断了!

发了工资很高兴 "

老师出钱怂恿学生跳

楼"还有这样奇葩的老师# 跳楼的危险后果

是任何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能预知的"孩子

还在懵懂的年龄"该名老师不但不教育学生

此举危险万勿一试"还出钱怂恿"这个老师真

是$脑残%得可以&

韩愈在'师说(里写道)*师者"所以传道

授业解惑也+%怂恿学生跳楼的老师不但不能

为学生解惑"而且还会给学生增惑"如此老师

实在配不上站在讲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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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晨

本报讯
#

月
!6

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主办的周口市第四期#道德讲堂$正

式开讲! 河南省国学文化促进会专家团特聘

专家% 河南国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李东山老师

为市民主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

化$'

李东山是古文化学者! 长期从事国学研

究!是(大易系列丛书)作者之一*在中国现有

国情的大环境下! 李东山将时代特色与中国

传统文化创新融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传统文化$为主题!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

生动的国学课*

李东山结合大量的文史资料和多年的学

术研究成果! 以及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

时代特色! 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更好地继承

和发扬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对于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的现实作用

和深远意义进行了探讨!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

深入反思! 更要结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

时代特色进行思考! 将国学文化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 促进社会道德文化水

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悬奖跳楼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

---周口妇产医院喜获河南省&健康促进示范医院$荣誉称号综述

!!!!!!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金秋时节!周口妇

产医院再次迎来喜讯---成功摘取了由河

南省首次颁发的&健康促进示范医院$的匾

牌!成为了全省三家健康促进示范医院中独

具特色的一家,

众所周知!&创建健康促进医院$是中央

补助地方健康素养促进项目!目的是使医院

变成健康促进中心!而不单单是手术和药物

治疗中心, 这就标志着周口妇产医院在改善

就医环境和诊疗服务%和谐医患关系!提高

医院职工%患者及其家属%社区居民的健康

素养水平等方面有着突出成绩!打响了周口

妇产医院在豫东地区妇产专业医院中独树

一帜的&金字招牌$, 那么周口妇产医院作为

健康促进示范医院!都在哪些方面突显独一

无二的优势呢.

都市!温暖"""温馨舒适的就诊环境

秋雨过后!汉阳路两侧的树叶纷纷落了

下来* 透过还在枝头坚强摇曳的稀疏树叶缝

隙!一抹温暖的粉色高楼映入眼帘!那是独

属于周口妇产医院的都市暖色调*

来到这里的人们首先会惊讶于这里的

干净整洁! 光洁明亮的地板能照出人影!淡

黄色的墙壁无比温馨!一楼大厅摆放的绿色

盆栽生机盎然!正中央的显示屏提示着公正

的药价信息!台前美丽大方的导医轻声细语

地指导人们就医//现代化设计构造的周

口妇产医院无时无刻不绽放着暖色!给前来

就诊的病人冰冷心田注入一股股暖流*

&住在这里很舒服!就跟在家里一样* 我

是刚生的小孩! 房间里有这么多的医生+护

士轮流照顾着! 一点也不担心! 服务太好

了0 $病房里!来自商水的刘妈妈乐呵呵地看

着给婴儿洗澡的护士!对着她们的背影翘起

了大拇指*

实际上!周口妇产医院是按照国际上医

院+ 家+ 宾馆三位一体的
,7

标准精心打造

的!是患者舒适的&避风港$!也是新生儿温

暖的怀抱* 在这里!每一位宝宝从睁开第一

眼起!便会享受到周口妇产医院的呵护和关

爱! 医护人员会从新生儿的哺乳+ 洗澡+抚

触+按摩+喂养等日常护理方面给予全方位

的科学服务!为宝宝的生长发育+智力开发

提供科学的指导!让宝宝健康+快乐地成长!

给他们的生长发育提供一个舒适温馨的就

诊环境*

绿色!安全"""精湛医术服务于患者

&我种下一棵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

每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都标志着生命之火的延

续*周口妇产医院精于妇科+专于产科!以女性

医疗为主题!从关爱的视角看待女性和女性疾

病!率先倡导&绿色+安全+无痛+微创$的特色

治疗!同时使用专家化的医疗队伍和特色诊疗

医术搭建了孕妇和婴儿之间的生命桥梁*配备

有国内最先进的层流净化手术室+ 标准化产

房+家庭式病房+中央空调+中心供养系统+高

标准婴儿洗浴抚触中心等一系列先进标准化

配置和设施*

&那次手术非常成功! 十多斤重的肌瘤!

在周口妇产医院建院以来也是首例!术后病

人的恢复很好!很健康* $周口妇产医院路桂

勤院长眼中闪动着对医术的自信!但是提起

那次的手术经历仍感觉&惊心动魄$* 她的思

绪飘到了
35!3

年
6

月
36

日!那天她亲自&挂

帅$! 在手术台上成功地从
,,

岁涂女士体内

取出相当于怀孕
8

个月婴儿般大小的肌瘤*

细心!便捷"""特色#星级$服务

&谢谢!谢谢医生!太感谢了*$

35!"

年
+

月
!,

日!邢燕华女士将写有&医术高湛+医

德高尚$字样的荣誉锦旗双手送到了儿保科

医生王素琴的手中* 原来!王素琴医生进行

产后访视时细心发现邢女士的孩子有营养

不良的症状!王素琴果断给她提出更换奶粉

进行母乳喂养等合理建议!随后小家伙健康

地胖了起来!精神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邢女

士一家心里乐开了花!直夸周口妇产医院的

医护人员细心周到*

在周口妇产医院!新妈妈&坐月子$还能

入住
9:;

休养区!医院会提供一站式人性化

&星级$服务1针对产妇们的不同体质配置全

面+丰富的营养套餐2家庭式温馨月子房!提

供舒适典雅的私密空间!独有的私家母婴服

务!让妈妈们更放心2孕妇保健室的瑜伽指

导!为产妇重塑体形!重塑美丽2妇产医院为

宝宝们提供宝宝游泳+婴儿抚摸按摩与早期

智力开发2&星级$ 产科医师指导健康恢复+

产后护理+产后瑜伽保健+形体恢复+预防月

子病等服务!并做好产后的心理指导!母乳

喂养等指导服务'

周口妇产医院更是周口地区第一家实

现&就诊一卡通$的医院' 只要在医院办理一

张就诊卡! 就可以在任何一个科室里看病+

缴费!不需要在科室之间再来回奔波!为病

人开辟了一条更加快捷的就医通道!能最大

限度地节省病人的就诊时间和精力!提高诊

疗质量'

人文!格调"""人性化管理

精湛的医术和细致周到的服务塑造了

周口妇产医院良好的外在形象' 实际上!医

院的人性化管理也让在这里工作的医护人

员感觉到家的气息'

&我们来旅游了0 $刚刚过去的
6

月末!

周口妇产医院的职工在日照灯塔广场冲着

远处蔚蓝的大海兴奋地大喊大叫!脸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 原来!这是医院组织职工进

行的旅游活动!释放医护人员在平常生活工

作中存在的工作压力和紧张!人性化的管理

模式很好地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

在日照灯塔广场漫步!在金沙滩海水浴

场休闲!在青岛海底世界徜徉3/受益于周

口妇产医院的人性化管理!周口妇产医院的

职工在灯塔广场看到了大海的波澜壮阔!在

金沙滩海水浴场感受到了拥海入怀的震撼

与阔达!在海底世界见识到了迥然不同的奇

观世界!在五四广场用双脚感受着当年五四

运动的炽热火焰'

秋雨过后!周口妇产医院的一楼大厅就

医者络绎不绝!医院走廊里电子屏继续无间

隙播放着健康教育知识! 门诊和病房各楼层

的教育宣传栏前病人正驻足凝望! 查看最新

一期的妇女和新生儿保健宣传知识//获奖

后的周口妇产医院并没有骄傲自满! 而是谦

虚地低下了头继续昂首前行! 为老百姓提供

最为专业+贴心的健康服务' %本报记者&

公平才是公务员涨薪的最大看点

!

黄春景

新一轮公务员工资改革怎么改, 中

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

钧认为"就现阶段来看"公务员的月薪

平均应该在
4555

元左右" 其中最好的

能达到
6555

元至
!

万元&

说到公务员工资"每次涨薪大都是

$逢涨必骂%"鲜见理性发声& 这恐怕源

自于部分人对公务员存在成见"总以为

公务员福利好"灰色收入多"这种思维

定式"自然造成一些人对公务员涨薪的

不满& 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

影响的显然不只是公务员的个人福祉"

更关系到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成效&

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公务员工资参

差不齐"且大规模的薪酬改革已多年未

做调整& 比如"北京市从
355,

年实施的

工资体系已有
!5

年" 整体薪酬并未做

出过调整& 去年"四川就有一副镇长因

$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而辞职& 据该副

镇长所述"其工资收入仅够给孩子买奶

粉和尿布"工作
+

年还得靠父母接济才

能养家糊口&

35!,

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通知规定)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

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

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适当提高基层

公务员工资水平& 亦即说"公务员涨薪

即便不是像专家所说的
4555

元左右平

均月薪"也应在公务员工资待遇上做出

适度上调"眼下的关键是公务员工资到

底怎么涨才公平&

按照国务院安排部署"从去年开始

人社部等方面就加快筹划新一轮公务

员薪酬改革& 目前"基本的目标方向已

经确定"概括起来就是
"

句话
<<

调整工

资结构"扩展晋升空间"建立比较机制"

实施配套改革& 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

把重心放在$限高%-$提低%上"那么"公

务员平均月薪
4555

元到底高不高, 如

果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大城市"

平均月薪
4555

元并不算高+ 如果是在

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 或许是高

了+

其实"我们不必纠结于公务员平均

月薪是
4555

元还是
!5555

元"更应该关

注的是在公务员涨薪上如何更接近于

公平" 这不仅是公务员薪酬改革的方

向"亦是给纳税人的合理交代+ 公务员

平均月薪到底涨到多少合适, 各地应该

拿出切合实际的涨薪方案"因为不同地

区不同岗位" 其标准不能做到大一统"

唯有因地制宜制定涨薪标准"才能让公

众少一些吐槽"多一些肯定+

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

公务员的福利待遇" 是基于公平的需

求+ 尤其是在
=;:

屡创新高的背景下"

公务员工资同步上调更是无可厚非+ 与

其说公众吐槽的是公务员
4555

元左右

平均月薪"毋宁说是对公平的一种深切

期待+ 公务员涨薪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

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只有在

$公平%二字上下功夫-做文章"才能让

人心服口服+

社会热点社会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