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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报道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最美护士”
董晶：

感动一批人 带动一批人

□记者 高丽敏 张玉飞 包颖
7 分钟能做什么？能把一个鲜活的生命
从死神手里拽回！就在轻生患者从 13 楼纵
身一跃的瞬间，阜新矿总医院护士董晶箭步
上前，徒手拽住他整整 7 分钟，并最终成功
将其救回！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日前，一个好消息从北京传来，董晶获评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这不仅是董晶
的荣誉，
也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荣光。
从去年 12 月 30 日徒手救人至今，董晶，
这个柔弱女性英勇无比的壮举不仅感动了一
座城、震撼了全社会，她所传递的精神更像一
个“火种”，引领着一批批人向善、向上，汇聚
成一股股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道德力量。

一个温暖的壮举
2018 年 12 月 30 日，元旦假期。一名正在
阜新矿总医院神经内二科住院的男性患者因家
中琐事一时冲动，
砸坏病房走廊尽头的窗户，
从
13 楼一跃而下。千钧一发之际，
护士董晶不顾

个人安危一个箭步上前，
不足百斤的她徒手拽
住体重近 170 斤轻生男子的一只胳膊长达 7
分钟！在同事和其他住院患者家属的帮助
下，轻生男子成功获救。而董晶的右臂却因
牵拉过度造成臂丛神经受损。时至今日，受
伤的胳膊依然没有完全恢复，
功能受限。
董晶舍己救人的事迹经本报报道后，引
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
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以及辽宁日报、辽宁电视
台等省内媒体集体发声，
纷纷报道董晶舍己救
人的先进事迹。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环球
网、
新浪、
今日头条、
腾讯、
网易、
东北新闻网、
北
国网等百余家网络媒体纷纷转载，
网友们纷纷
为阜新
“最美护士”
点赞。董晶也先后获得了阜
新
“五一”
劳动奖章、
阜新市见义勇为标兵、
阜新
好人、辽宁省
“三八”
红旗手、辽宁省道德模范、
辽宁省学雷锋学郭明义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我是一名普通的护士，只是做了该做的
事，获得这些奖项，感到非常荣幸，我一定再

接再厉，履行好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董晶
说。

前救人，觉得这就是自己应该做的，因为榜样
就在身边，
就在家里。”
张希文说。

一种精神的传承

一种向上的力量

董晶舍己救人的壮举充分体现了她的医
者仁心和对生命的敬畏。她的善行壮举感动
了一批人，这种道德力量更成为一种精神坐
标、一个
“火种”，影响着身边人。
“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也要学习妈
妈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她的乐于助人，成为
像她那样的人！”董晶 9 岁的儿子在作文中写
道。他人危难之时妈妈奋不顾身的举动已经深
深映进孩子的心灵，
指引着他成为一个像妈妈一
样善良、勇敢的人。不仅是孩子深受妈妈的影
响，
董晶的爱人张希文也直言妻子的举动带给自
己很大的正能量。7月的一天晚上 8 点多，
张希
文路过四合路公安医院附近时，
发现一名男子
卧倒路边，
昏迷不醒，
他立即上前查看，
紧急施
救，
直到 120 赶来。
“当时脑子里的念头就是上

如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董晶的精神
迅速在她工作的阜新矿总医院“生根发芽”，
救死扶伤、敬佑生命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这里有跪在平板车上一路给患者做心肺复苏
的女医生孙秋岩；这里有面对突然晕倒的陌
生路人毫不犹豫伸出援手、用自己专业技能
成功救人的护士丛研；这里有争相援外支疆
的医疗队；这里有为残疾学子提供援助和专
业康复指导的青年志愿者……董晶的影响就
像一束光，汇聚着正能量，在潜移默化中让涓
涓暖流汇成爱的海洋！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就会温暖一
座城！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以好人为楷模，
让我们都成为正能量的传棒手、践行者，我们
的城市会变得更加美好！

昨天，
全市77处地标性建筑，
公交车、
出租车纷纷为教师
“亮灯”

教师节，
点亮尊师重教
“心灯”

节前食品安全检查
让市民吃上放心月饼

□记者 张玉飞 摄影报道
为庆祝第 35 个教师节，让全社会更加
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继去年之后，我市第
二次启动
“为教师亮灯”
公益活动。
9 月 10 日教师节，大润发超市、新玛
特、兴隆大家庭、万达购物广场、星光宾馆
等 地 标 性 建 筑 ，全 市 各 大 中 小 学 校 LED
屏、出租车和虎跃公交车宣传屏等都滚动
显示
“老师，您好！”向老师们致敬，同时，县
区政府、商场等也为教师亮灯。据悉，昨
天，全市 77 处地标性建筑为教师亮灯。教
师们看到此情此景，纷纷表示，强烈的仪式
感让人瞬间有了成就感。
据悉，
“为教师亮灯”
公益活动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活动启动后，
各商家、
单
位纷纷加入其中。市交通局也号召全市出

租车、
公交车为教师亮灯。用一盏盏闪烁的
灯光、一句句简单而又平实的话语，向教师
送去最诚挚的节日祝福，让教师的荣光闪
耀，
引导社会各界感念师恩、
礼敬教师。
昨日晚 8 时，记者在解放大街看到，
“老师，您好！”闪耀在城市街头，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
“ 太温馨了，是对教师最好的
致敬。”不少市民发现出租车 LED 显示屏
被“老师，您好！”字样霸屏，纷纷为教师送
上祝福。
从教近 30 年的张老师告诉记者：点灯
意义非凡，老师就是学生的点灯人，点亮了
学生内心深处的知识明灯，点亮了为人处
世的明灯。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
“为教

师亮灯”公益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优秀尊师
文化，引导社会各界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努力营造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

“多管齐下 精准降费”

中秋临近，为保障节日食品安全，让市民
吃上放心月饼。8 月 20 日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市区商场、超市、零售摊点及生产月饼
的小作坊等场所进行食品安全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经营者主体资格、证
照是否齐全，月饼外包装的食品生产厂家、生
产日期、保质期、
食品添加剂等标识是否齐全
规范，
是否存在过度包装、
虚假宣传等问题，
以
及经营户进销货台账是否完善等。严防过期、
“三无”
和质量不合格月饼上市销售，
确保市民
吃上放心月饼。 记者 朱学著 摄影报道

——直击靶心落实减税降费
□张继豪

2019 年，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出台了一
职工进行税费优惠相关政策学习，收入
系列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为了
核算股牵头组织全局业务骨干进行政策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的进一步推行，国家税
解 读 ，确 保 税 务 干 部 熟 知 政 策 、熟 悉 业
务总局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税务局“多
务；对外加强宣传辅导，通过办税服务厅
管齐下 精准降费”，力促政策落实，让企
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税企微信群等宣传
业和纳税人享受改革成果。
平台，全面公开和宣传各项减税降费政
一是提高站位，做强组织领导。从讲
策 ，在 3 月 中 旬 组 织 6 场 1000 余 人 次 的
政治的高度，从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
减税降费专题培训，发放减税降费宣传
社会大局稳定的高度，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资料 2000 余份，针对重点涉惠单位实施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成立减税降费工
一对一辅导宣传，全面提高纳税人、缴费
作领导小组，由一把手负总责，细化责任
人政策知晓率。
分工，梳理任务清单，政策执行组、征管核
三是惠企便民，做优纳税服务。着手
算组、督察督办组、服务宣传组、综合保障
准备在办税服务厅设置减税降费政策咨
组五个小组统筹推进，按规定时间节点， 询专岗，抽调业务能力强、沟通能力强的
各部门对标对表开展工作，确保减税降费
业务骨干充实到岗位上，为纳税人、缴费
政策落地工作抓好抓出成效。
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咨询服务。同时，继
二是内外 结 合 ，做 足 宣 传 培 训 。 对
续推进简政放权，按要求简化办税环节和
内加强培训学习，按照上级要求召开每
资料报送，严格落实领导值班、延时服务、
周工作碰头会和每月例会，办税服务厅、 预约服务、首问责任制等制度，全面落实
各税源管理部门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干部 “最多跑一次”清单等便民举措，进一步提

高优惠政策和纳税服务的落地速度。
三是争取支持，做好沟通协作。争取
政府支持和纳税人理解，加强向地方党
委、政府的汇报和财政等部门的沟通，积
极争取指导，主动向有关监督部门介绍减
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征求他们对税务部
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改进工作，确
保得到多方理解和支持。形成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多方参与的合力，充分发挥协
税护税推动作用，齐心协力确保减税降费
政策落地生根。
四是突出成效，做实督导检查。一方
面，全力抓好工作跟踪、督促，及时协调和
解决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全面提高工作质量，对该落实没落实
或落实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另一方
面，始终保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杜
绝侵害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以权谋
私等违法违纪行为，全力确保减税降费落
地生根、惠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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