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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爱国卫生推进爱国卫生““77个专项行动个专项行动””进行时进行时

●记者 金贤柔 实习记者 邹喆

走进蒙自市雨过铺糖厂小
区，曾经拥挤杂乱的巷道变得干
净整洁，曾经污水横流的地面变
成了平坦的柏油路。“现在我们
的小区安全又卫生，环境与原先
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这都得益
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雨过铺
糖厂宿舍物管员高翠玲说。

始建于1994年的雨过铺糖
厂宿舍总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
米，共有住房 10 幢，居住着
300户居民。作为老旧小区的典
型代表，雨过铺糖厂宿舍不但规
模较大，而且各种问题也较为突
出。“原来这里房屋漏水严重、
车辆乱停乱放、垃圾随地都
是。”已经居住在这里近30年的
居民钟桂英说，“现在小区进行
改造后，环境干净又卫生，这是
党和政府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
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为有效
促进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2020年，蒙自市把老旧小
区改造作为重大民生项目重点实
施，集中力量办大事，着力解决
老旧小区“破、乱、无”等问
题。据了解，工程计划于“十四
五”规划期末完成，计划完成改
造老旧小区 211个，改造面积
196.36 万平方米，涉及住房
1432幢，惠及住户18587户。

为更好地满足居民生活，方

便群众，蒙自市在充分听取相关
意见的基础上，对雨过铺糖厂宿
舍制定个性化改造方案。在对漏
水屋面进行维修翻新的基础上，
重新规划了停车泊位，实现可容
纳146辆机动车及321辆非机动
车同时停放。“现在，我们有了
社区活动室、娱乐休闲场地，这

都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
心。”钟桂英忍不住夸赞。

修旧如新，脱胎换骨。雨过
铺糖厂宿舍的华丽“变身”，是蒙
自市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缩影。
随着该市义正路中石化小区、千
福园等一大批老旧小区的改造完
成，过去“脏、乱、差”小区已然换

了新颜。“路面整洁了，路灯也亮
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这就是百姓对改造成果的最高
赞美。

据悉，蒙自市已完成老旧小
区改造103个，今年还将计划改
造63个，让越来越多的居民持
续提升生活幸福感。

●通讯员 岳玲

2月19日，弥勒市西二镇矣
维村委会大平地村全体村民齐聚
乡村主干道两旁，挖坑、拌土、
栽花、种草……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大家热情高涨，脸上洋溢着
劳动的喜悦。

大平地村今年在“美丽乡
村”建设上又加大力度，计划做

好绿化和美化，让农村环境更整
洁、村庄更宜居。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从去年
开始，西二镇就开展“两拆一
增”旧危房清理整顿。党员干部
动员群众捐赠旧房拆除的木料制
作栅栏，引导每家每户至少在房
前屋后种植5盆绿植。今年，村
委会出资购买花苗分发给村民，
让村民自发参与环境美化，开辟

自家花园。
据了解，此次共购买30多

万株花苗，美化2000多平方米
小道。同时，还购置了10000多
棵树苗让村民“见缝插绿”。

大平地村是西二镇“美丽乡
村”试点改造，党群同心、村民
共同参与建设的一个见证。自

“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以来，西
二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充分

发挥村级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不断号召基层多方力量共同参
与，让群众由美丽乡村的“守望
者”转变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助
力者”。

“人心齐，泰山移。”经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大部分花苗栽种
完成。相信不久以后，在大平地
村款款而行，就可以感受到曲径
通幽、花香蝶影。

●通讯员 李景优

本报讯 2020年，红河县结
合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全
力推进“厕所革命”，助力乡村振
兴，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

该县全年完成城市公厕建设6
座 （其中新建4座、提升改造 2
座）、农村公厕改建和新建63座。
目前，全县农村户厕改建和新建
16676 座，实现全县 13个乡镇、
91个村民委员会、1093个村民小

组村庄保洁人员全覆盖。同时，
各乡镇、村组建立完善村庄清扫
保洁制度，定期组织农户清扫村
内户外道路、活动场所、沟渠水
塘、卫生死角等，实现村庄清扫
保洁常态化；制定完善简洁明
了、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把公共
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管护、房前屋
后“三包”、保洁费缴纳、奖惩措施
等纳入村规民约；加强日常监督，
确保村规民约执行到位，立足村民
主体，积极开展教育引导。

●通讯员 舒睿

本报讯 近日，元阳县马街
乡深化党建引领，加强组织领
导，全力打好节后人居环境“攻
坚战”，掀起了一场党群同心共建

“美丽乡村”的大会战。
为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马
街乡40余个党支部开展了“人居
环境整治”主题党日活动。活动
中，300余名党员共清理卫生死角
70余处、垃圾20余吨。通过广大

党员带头干、领着干，干脏活、干累
活，用实际行动广泛动员群众、组
织群众、凝聚群众，有效助推爱国
卫生运动“7个专项行动”和常态化
疫情防控不断取得新成效。

该乡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开展
房前屋后卫生清理，教育引导群
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发动群众
对各村辖区内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排水沟等进行全面清理，对
公共场所、公共区域、重点道路
进行全面清扫，用实际行动建设
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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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能从一名农村娃
成长为大校军医，是党的各级
组织关心培养的结果。无论
是在部队还是退休到地方，
我总是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
类活动，积极学习党的方针
政策，提高政治站位，始终
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完善自
我，争做一名合格党员；无
论在哪个岗位上，总是知重
负重、攻坚克难，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发挥正能量，用满腔
热情当好守护人民健康的忠诚
卫士。

大爱仁心铸医魂

1982年10月，18岁的我
怀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参军
入伍。新兵下连后，我被分配
到红河边防支队河口边防大队
新店边防工作站。

1984年11月，部队选派
我到云南武警总队教导大队耿
马医训队学习。我倍加珍惜这
次学习机会，白天黑夜地努力

学习书本知识，虚心向老师请
教，于1986年 6月以优异的
成绩毕业，回到了原单位。

当时，由于边境人民群众
生活十分艰苦，缺医少药。部
队指派我深入周边村寨巡诊。
我时常背着装满常用药的药
箱，跋山涉水，走村串寨。在
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指引下，
我逐渐树立起了用医术为人民
服务的坚定信念。

正是这种信念，驱使我不
断地钻研医学技术。我外出深
造，向书本学习，向同事学
习，总结经验，一步步成长为
医士、医师、主治医师、副主
任医师，直到走上边防支队医
院副院长、院长岗位。

我任院长期间，多次开辟
绿色通道，医治过许多危重患
者，也急救过很多贫困患者。
有一年，一位70多岁的元阳
县农民摔破了头颅，造成严重
脑外伤。当时，他由于颅内高
压反应，恶心呕吐，人事不
省。家人把他送到一家医院救
治，因交不起6万元的费用，
无奈放弃治疗。此时，有街坊
告诉他的家人说，可以去武警
边防支队医院试试能不能先治
病再交钱。他的家人联系到
我，说明了病情和家庭困难情
况。“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
者的天职，我立即开辟绿色通
道，组织颅脑外科专家对其病
情进行诊断，仅2个小时后就
开展了手术。手术十分成功，
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

履职尽责提升能力

我任院长的12年间，从
软硬件设施方面，不断提升医
院医疗水平。

为着力提升医护官兵的医
技水平，制定了人才梯次培训
规划。有计划地把医护官兵派
到地方医院、部队医院跟班学
习；建立“传帮带”机制，买
来相关专业的光盘让医护官兵

进行自学；为提高医院硬件设
施，购进了彩超等先进医疗设
备；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医院
建设起5500多平方米的医技
大楼。

提高服务能力的同时，我
又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努力带
领支队医院团队服务广大官兵
和人民群众。1993年后，医
院主要对口负责驻防个旧、蒙
自、河口、金平、绿春5县市
的部队官兵的健康，同时也服
务当地人民群众的健康。

2006 年，公安部边防管
理局为进一步促进和加快边境
地区经济发展，全力维护边境
地区安全稳定，在全国边防部
队实施了一项“爱民固边”战
略部署。我院加大了为边疆人
民群众义诊的频次和力度，以
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12年
间，我参加了全国6套医学教
科书的编写，发表过多篇医学
论文，曾荣获三等功 1 次；
2007年，荣获“全国恪守医
德救死扶伤十佳优秀院长”荣
誉称号；2011年，荣获“全
国医院管理优秀院长”荣誉称
号……

发挥余热续写忠诚

2003 年 ， 我 从 部 队 退
休。但我退伍不褪色，继续到
民营医院工作，发挥余热贡献
社会。

我怀揣对党和人民的无限
忠诚，努力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提高政治觉
悟。在2019年3月至2020年
7月期间，到红河县浪堤乡为
群众防病治疗，落实国家扶贫
政策。

作为一名老兵，我时刻听
从组织召唤，只要组织需要，
我将义无反顾地冲到最需要的
地方去。

苏乔友 口述
记者 常玉选 整理

●通讯员 开荣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河长制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公布云南省
2020 年省级美丽河湖名单的通
知》，公布评选出的2020年省级
美丽河湖，包括河流 （河段）
类、湖泊类、水库类、水利风景
区类，共有116个对象。开远市
泸江河、南洞河（凤凰湖）两条
河流上榜。

泸江河 （开远段）在该市境
内全长25公里，是开远市生产生
活用水的主要来源。近年来，开
远市投资2671.51万元实施了泸江
河（开远段）治理工程，治理河

道5.36公里。投资8810万元实施
了3.7公里的河岸生态工程，增设
了健康步道、广场等休闲娱乐设
施，使“景与城相互交融，水与
城和谐共生”。

南洞河 （凤凰湖城镇段）全
长6公里。在南洞河治理中，开远
市采用“大生态、大融合、大提
升”的工作思路，将南洞河综合
治理项目与凤凰生态公园建设
结 合 起 来 ， 治 理 河 道 2.56 公
里，通过与凤凰生态公园建设
有机融合，在南洞河周边构筑
起“一山一湖一湿地”生态核心
区，成功打造出美丽河湖建设开
远样本。

蒙自市老旧小区“改”出新生活

弥勒市西二镇：村民共绘“美丽乡村”新蓝图

苏乔友：
当好守护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

开远市泸江河南洞河被评为省级美丽河湖

红河县全力推进“厕所革命”

元阳县马街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人物小传：

苏乔友，男，彝族，
1964 年 6 月出生，云南省
宣威市人。1982 年 10 月
应征入伍，1986 年 5 月入
党。长期从事军队医疗卫
生工作，历任武警红河边
防支队医院医士、医师、
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
副院长、院长，被授予武
警大校军衔。2013 年 11
月退休至今，在地方医院
行医为民，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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