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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南 昌 5 月 14 日 电
（记者 李美娟）江西省泰和县老营
盘镇五丰村附近的山腰上，袁玉冰
烈士墓就在他出生地的那一片青山
环抱中，墓碑上写着“革命事业立千
秋，烈士精神传万代”。五月的雨丝
丝缕缕地落在苍松翠柏上，诉说着
英雄的事迹，令人肃立而思。

袁玉冰，1899年出生，江西泰
和县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
学系，并很快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后经李大
钊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春，袁玉冰受党组织委
派从北大回到南昌工作，从此走上
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在南昌，他
与赵醒侬、方志敏等一起组织了“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
盟”两个公开群众团体，并担任民权
运动大同盟交际部主任，领导江西
民众开展反对反动军阀的斗争。

1924年3月，中共中央调袁玉
冰到上海工作。同年8月，受党组
织派遣，袁玉冰赴苏联莫斯科东方
大学学习。1925年 8月按党的指
示提前回国，任共青团上海地委宣
传部主任、地委书记，为后来北伐军
胜利进军江浙地区做了大量工作。

1926年 10月，袁玉冰参加上
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年底，奉
调回江西工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区
委书记，并主编团的刊物《红灯》周
刊，使之成为宣传革命理论、反击国
民党新右派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
后任中国共产党江西区委宣传部

长、区党委书记等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全国各地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大
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积极分子
惨遭杀害。在这危难时刻，袁玉冰
毫无畏惧，于5月16日写下《蒋介
石政府的危机》一文，深刻揭露蒋介
石“清党”的实质，痛斥其镇压工农
运动和叛变国民革命的种种罪行，
号召人民奋起反抗，为自由而战，为
解放而战。

不久，袁玉冰被任命为中共九
江地委书记，他不惧危险，出生入
死，积极组织赣北秋收暴动。11月，
袁玉冰调任赣西特委书记，在吉安
准备组织暴动。12月13日，袁玉
冰化装进入南昌向省委汇报工作
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
对他威逼利诱，用尽各种酷刑，他始
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2月27日，
袁玉冰在南昌下沙窝刑场英勇就
义，时年28岁。

袁玉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据 新 华 社 深 圳 5 月 14 日 电
（记者 赵瑞希）第十四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4日
落下帷幕。据统计，共有21386名
海外客商参加本届文博会，比上届
增加1370人。

第十四届文博会设有1个综合
馆和8个专业馆，展位面积10.5万
平方米，并在深圳各区设有67个分
会场。据统计，本届文博会共有
2308个政府组团、企业和机构参

展，比上届增加6个，全国31个省、
区、市及港澳台地区连续第九次全
部参展。

同时，本届文博会共有来自全
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个海外
机构参展，并吸引来自全球101个
国家和地区的21386名海外客商前
来参会、参展和采购。

据统计，本届文博会总参观人
数达733.26万人次，相比上一届增
加67.15万人次，同比增长10.08%。

第十四届文博会闭幕
吸引2万余名海外客商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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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立）5月14日，四川航空公司的
3U8633航班在执行重庆—拉萨航班任务时，因驾驶舱
右座前挡风玻璃破裂脱落备降成都。在这罕见的情况
下，机长刘传健和机组人员冷静处理，使航班平安落
地。机上共有旅客和机组人员128人，仅两名机组人员
受伤。

据中国民航局西南地区管理局官方通报，2018年
5月14日，四川航空公司3U8633航班执行重庆-拉萨
航班任务，早上6:26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在成都
区域巡航阶段，驾驶舱右座前挡风玻璃破裂脱落，实施
紧急迫降。

在民航各保障单位密切配合下，机组正确处置，飞
机于7:46安全备降成都双流机场，所有乘客平安落地，
有序下机并得到妥善安排。备降期间，右座副驾驶面部
划伤、腰部扭伤，一名乘务员在下降过程中受轻伤。川
航已协助旅客安排后续出行，相关后续保障有序开展。

民航西南局、四川监管局已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
展调查处置。

飞机平安着陆后，后续图片开始流出，外界才意识
到这原来是一起非常罕见的飞行特情：在飞行过程中，
驾驶舱右侧前挡风玻璃突然掉落。从飞行数据上可以
看出，该航班大约在北京时间早上7:07开始从9754米

左右紧急下降高度，7:11左右下降至7315米高度，
7:16再度由7315米降低高度，直至7:43平安着陆在
成都机场。

业内人士对这一数据做解读时称，拉萨航线是高原
航线，驾驶舱在失压后只能先紧急下降到往拉萨航线的
安全高度7315米，等飞出山后才能进一步下降到无需
额外供氧的3048米以下。

在整个特情处置过程中，驾驶舱的气温是零下几十
度，风流又大，当班机组穿短袖衬衫，由于挡风玻璃脱落
时对客舱设备造成了损坏，很多设备显示不工作，机长
还要正确操纵飞机紧急备降去成都，整个过程相当惊
险、应对非常不易。

据了解，该航班当班机长名叫刘传健，重庆人，
为军转民飞行员，曾历经三道关卡、全优毕业成为空
军第二飞行学院的飞行教员。在空军第二飞行学院
任教期间，刘传健每年都要带着学员进行“玻璃爆
裂”训练。

但是，此次驾驶舱挡风玻璃爆裂的情况与训练时完
全不同。因为初教机的飞行速度一般为200公里/小
时，进行特情处置训练时，时速会降至100公里/小时左
右。此次遭遇险情时，飞机速度至少在600-700公
里/小时。

在仪器多数失灵的情况下，机长刘传健凭着过硬的
飞行技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最终奇迹般让飞机平安着
陆，被网友们称为“中国版萨利机长”。

《萨利机长》是美国传记剧情片，根据2009年全美
航空1549号航班迫降事件航班机长切斯利·萨利·萨
伦伯格的真实英雄事迹改编，讲述了萨利机长在发动
机失效的情况下，成功迫降拯救155名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故事。

近万米高空上 川航客机驾驶舱挡风玻璃突然脱落

重庆籍机长刘传健
零下几十度
驾机平安备降成都
被网友们称为“中国版萨利机长”

机长刘传健（中） （据四川日报）

55月月1414日拍摄的发生故障日拍摄的发生故障
后准备降落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后准备降落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的川航的川航33UU86338633。。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注重细节凸显优质服务内涵

加强科学管理 提升护理质量

医院一直坚持将优质护理服务
作为“一把手”工程，定期召开院长办
公会，专题研究优质护理工作及护士
薪酬待遇，强调优质护理开展中的多
科协作要求。在护理管理方面，根据

“医护一体化”责任制整体护理要求,
实行扁平化的管理组织体系，层层考
核，并严格根据考核结果发放绩效奖
金。现医院有院级护理质控项目12
个，另有专项督查 20余项。广泛运

用质量管理工具，提升护理质量，如
PDCA、品管圈、根因分析法等，护理
品管项目斩获第四届全国医院品管
圈大赛二级综合医院二等奖。

医院拥有健全的护理人才培养
计划，护士数从 2014 年的 298 人增
加到目前的380人，在岗护士注册率
100%，继续教育合格率100%，学历
结构不断优化，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94%，病房护士与实际开放床位比为
0.53:1；护患比为 0.52:1，重症监护
室护患比 3.3:1，开放手术间与护士
比3:1。在护理专科化发展方面，护

理人员年进修30余人次，截至目前，
持证专科护士70余人，较2014年增
长138% 。

运用先进技术 保证质量安全

护理工作纷繁琐碎，医院抓住关
键，保障后勤，并借助先进信息系统，
确保“把时间还给护士，把护士还给病
人”。

一方面，医院启动职能后勤，24
小时保障物品、药品、标本运送、陪
检、取报告、设备维修等，每天为患者
订餐配餐送餐。

另一方面，从 2017 年全院推广
应用移动临床，借助条码、专用腕带、
无线局域网，依托医院信息系统和电
子病历系统，将医院信息系统延伸到
病人床边，保证了医嘱执行、护理数
据采集的正确性，减少了护理差错,
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保证了患者
安全。

关注细节问题 打造区域专科

医院儿科环境温馨、舒适，业务
技术全面，被百姓誉为“沙坪坝区的

儿童医院”。在分级护理制度基础
上，儿科根据专科疾病特点制定了
相应的专科分级护理细则，并根据
患者的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对
于病情危重的患儿，要严密观察患
儿的病情变化，正确实施专科护理
及基础护理，如管路护理、气道护
理、口腔护理、压疮护理等，并要求
实施安全措施，做好护理记录。

针对儿童的特殊情况，医院特意
购买了专用的防撞条贴在墙角、棱角
等尖锐部位，避免儿童撞伤、摔伤。
在新生儿病房，更有 24小时的接送
母乳服务，1月—10月的住院新生儿
母乳喂养率达到69.4%，纯母乳喂养
率达到49%。此外，儿科病房还增加
了新生儿病房的病情沟通时间，每天
不仅有固定的医生与家属当面沟通
患儿病情，还有责任护士与家属电话
沟通病情。对于3周—4周以下或吞
咽功能差的新生儿，儿科病房还提供
了免费的口腔功能训练，帮助患儿口
腔功能运动，促进康复。医院成立了

“沙区人民医院儿童哮喘之家”微信
群，还成立了专门的哮喘学校，定期
给哮喘儿童的家长授课，宣传预防哮
喘的相关知识。

宣传健康教育 促进病人康复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外一科内设骨
科、泌尿外科和神经外科，曾荣获沙
坪坝区“青年文明号”、“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多次被评为重庆市“优质
护理服务先进病房”、“五一巾帼标兵
岗”以及区级年度先进科室、优质护
理示范病区。

科室围绕骨科为中心，开展了各
种各样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在科室
的休息区，一张张“健康教育处方”按
照不同的病种分类，整整齐齐地摆放
在资料架上，供大家随手取阅，“处
方”上的注意事项、健康指导简明扼
要；在每个病房的墙上，一幅幅“康复
锻炼处方”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向
患者展示了功能锻炼的步骤和原则。

此外，医生和护士还会共同为患
者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功能指导单，每
天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指导单上一
目了然。针对老年患者、不能识字的
患者，护士还专门制作了早期功能锻
炼的视频，利用视频播放器进行播
放。这些“宣教处方”从多方面着手，
旨在帮助患者尽早下床。

传统的冰敷过程不稳固、易冻伤，
针对这些缺点，护士们特意制作了适
用于各种部位的冰敷带，极大地提高
了冰敷患处消肿、止痛的效果。另
外，针对女性的生理特征，护士们还
制作了简易的女性解便器……为了给
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护士们
煞费苦心。

注重以人为本 减轻患者痛苦

41岁的任先生患有结肠癌，已经
进行了第二次手术，现在在沙坪坝区
人民医院普外科住院。“很感谢我的
责任护士周玉叔，她都是有8个月身
孕的人了，还尽职尽责地坚守在自己
的岗位上，每天都亲自来为我护理，
帮助我做康复训练。”任先生表示，沙
坪坝区人民医院是一个“以人为本”
的医院，每一个患者都会有一对一的
医生和护士，对患者的病情了解得非
常清楚。责任护士每日每夜的关心和
鼓励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极大地减轻
了他的痛苦。

“我们医院从2010年开始开展优
质护理服务工作，实行‘医护一体化’
责任制整体护理，让病人从入院到出
院的所有事情都放心交给我们，真正
做到‘保证病人安全，守护生命健
康’。”护理部主任余小梅说。

医疗质量为重 优质护理先行

“我院以优质护理服务作为护
士工作的行动指南，医疗质量为重，
优质护理先行。实行了责任制整体护
理后，责任护士包干管理患者，责任
心更强了，专业知识学习更主动，观
察病情更仔细，健康教育落实更到
位，医、护、患沟通更密切，患者满意
度提高了，不良事件减少了，医生更
放心了，医疗质量也得到了更好的保
障。”沙坪坝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谷晓
琴表示，未来，医院将一方面加强年
轻护士的在职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
素质；另一方面将组织护理礼仪培
训，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使优质护
理服务更上一层台阶。

王 凤 图片由沙坪坝区人民医院提供
护士为老人做治疗

儿科护理人员合影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成
立于1985年，是一所国家二
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医院实
际开放床位数 415 张，重症
医学科开放床位数11张，医

院在编人员总数151人，卫生技术人员总数700余人，注册护士数380
人。

医院自2010年3月开始启动优质护理示范工程活动，目前优质
护理服务门诊和病房覆盖率达100%，2011年11月成为重庆市优质护
理服务示范工程重点联系医院，2012年、2018年均获重庆市优质护
理服务先进单位。多年来，医院采取多种举措，致力推进优质护理服
务，使优质护理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社会知名度不断提升，树立了
医院良好的品牌形象。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新华社成都 5 月 14 日电 （记者 许茹 吴文诩
张超群）“就是像坐电梯一样，突然掉下去，然后停下来，
又往下掉。”回想起十几个小时前的“惊魂”一幕，
3U8633航班上的乘客曾世彬仍心绪难平。

34岁的曾世彬是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人。近几
年，每过春耕，他都会前往西藏的阿里去打工，今年也不
例外。14日早上，曾世彬和其他12位工友一起，在重庆
坐上飞往拉萨的3U8633航班。

原本计划6时05分起飞的航班，延误了20分钟起
飞，飞机刚刚进入平飞阶段不久，“砰”的一阵巨响，吵醒
了半睡半醒的乘客。短短几秒钟之间，客舱里的灯全部
熄灭，氧气面罩掉落，飞机开始陡然下降，并伴随着巨大

的晃动。
“像一块石头从高处坠落一样，几秒钟感觉降落了

几千米。”和曾世彬同行的马传发说，剧烈的颠簸让客舱
里的物品散落在地。

这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飞机可能出了状况，人群
中开始出现不安和紧张：“糟了，飞机出事了！”

稍微平稳后，原本正在发放早餐的乘务人员立即指
导惊慌失措的乘客带上氧气面罩，并不时地安慰大家，

“要相信机组人员的处置能力”“不要慌，也不要着急”
“机长有能力把大家平安送回家”。

曾世彬说，陡然下降一段后，飞机渐渐恢复平稳。
7时40分左右，飞机平安着陆成都机场。走出机舱的乘

客呼吸着空气，周身都松了下来。
据了解，上午8时左右，仍然感觉到头晕和耳鸣的

29名乘客被直接送往医院接受检查，部分乘客选择换
乘飞机于12时9分飞往拉萨。“等身体检查完没啥问
题，先回家休息。”曾世彬说，如果没有大碍，他们也许会
再次踏上前往阿里打工的旅程。

晚上8时左右，四川省政府相关领导到医院看望了
机组成员和乘客，大家纷纷表示，这次脱险离不开机组
成员的齐心协力，尤其是机长的应急控制能力。在病房
中，记者见到了受伤的空乘周彦雯。她说，当时自己也
很慌，除了平时演练学习到的应急知识储备外，在机长
的指挥下，整个机组严格按规程操作。

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管理局局长蒋文学介绍，此
次情况非常危急，在万米高空中飞机前挡风玻璃被吹
掉，飞机瞬间处于失压、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低温状况；
当时飞机的飞行速度接近每小时八九百公里，带来的强
气流导致仪表板受损。这种情况下还能把飞机控制住，
能安全降落确实是人类航空史上的奇迹。

乘客亲历川航客机紧急迫降
“像一块石头从高处坠落一样，几秒钟感觉降落了几千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