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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援藏 雪域高原践行仁心仁术
郭志龙，男，53岁，中共党员，现任

公安北辰分局特警支队二大队民警
（四级高级警长）。荣立个人一等功1
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嘉奖8次，
天津市第七届道德模范，曾被授予“津
城警星”“天津楷模”称号，北辰区第二
届道德模范。

郭志龙曾在部队服役18年，2003
年转业参加公安工作。2007年7月，
他被任命为公安北辰分局西堤头派出
所副教导员。

2010年8月的一天，西堤头派出
所接到报警，称有人因为施工纠纷带
着汽油和打火机进入辖区某工地，意
欲轻生。郭志龙带队赶到现场，设法
安抚当事人，但对方情绪激动，什么也
听不进去，还伸手去拧汽油瓶的盖
子。千钧一发之际，郭志龙和一位战
友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制止，却不料
对方按下了打火机，而汽油突然溅出，
一个大火球瞬间将三人吞没……经医
生全力抢救，三人才脱离生命危险。

郭志龙的伤情在三人中最严重，
头部、面部、颈部、喉部、双上肢、胸部
等多处烧成重伤，烧伤面积达35％以
上，但他在重症病房醒来的第一句话
却是问“其他人怎么样，都安全吗？”

此后，他强忍伤痛，用了四年时
间，先后经历了九次手术，闯过了一道
道生死关卡，总算重新站了起来。

经历了漫长的治疗后，仍需定期
康复疗养的郭志龙找到分局领导强烈
要求重返岗位。经多次申请，分局领
导终于批准了，他重新穿上警服，回到
了他所热爱的、久别的警营，来到分局
保安业务科工作。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领导特批
他可以采取弹性工作模式，但从那时
开始，除去每周2次到医院康复治疗
外，他与其他同志一样正常上班、值
勤、值班，而且成了单位里最忙碌的
人。他时常告诫自己，“绝不能停步不
前，躺在功劳簿上搞特殊”，他始终向
身边的同志看齐，把自己置于与其他
民警一样的工作标准线上。

2017年4月，公安北辰分局警务
机构改革，郭志龙所在的保安业务科
被合并到特（巡）警支队。当时，支队
准备组建一支辅警处突应急小分队，
可队员都是刚从社会上招录来的年轻
人，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素质参差不
齐。支队党支部考虑到郭志龙是一位
军转民警，具有过硬的军事技能，安排
他负责队内辅警的日常管理、体能训

练和应急处置训练工作。
接受任务后，郭志龙结合辅警处

突应急小分队的实际情况，先后制定
了《辅警考勤制度》《辅警日常管理规
定》等十项辅警管理制度，实现了对辅
警队伍的规范化管理。不仅如此，业
余时间，他经常和辅警队员谈心聊天，
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和工作、生活情
况，发现谁家有亲人生病，第一时间登
门看望；发现谁家遇到困难，想方设法
帮助解决。

作为辅警处突应急小分队的教
官，郭志龙还主动放弃休假，带领队员
开展专业训练。在训练中，他始终以
身示教，凡要求大家做的，他首先进行
示范；体能耐力长跑，他冲在前面；单
杠练习，他第一个做动作。在他的带
领下，这支辅助公安民警工作的辅警
处突应急小分队迅速成长。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郭志龙与战友一起投入到北辰区疫情
定点医院门前值守、路面巡控、疫情隔
离点勤务之中。因为曾被严重烧伤，
他的皮肤特别敏感，天气变化时伤处
奇痒无比，但他咬牙坚持，直至圆满完
成任务。

无论是参军还是从警，郭志龙都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履职、
勤恳敬业，无怨无悔、担当奉献，以实
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基层民警对党忠
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
无悔追求。2018年至今，他带领处突
应急辅警小分队配合民警圆满完成了
重大敏感时期安保、处置各类突出事
件等任务300余起，协助抓获犯罪嫌
疑人156名。

心有忠诚 淬火成钢
——记公安北辰分局特警支队二大队民警郭志龙

因北辰区城建后道道路狭窄，不具
备双向通行条件，且存在较大消防、交通
安全隐患，本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
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相关规定，决定自2021年8月9日
起，城建后道（果园东路——二小东路）
机动车实行由西向东方向单向行驶，道

路两侧（全天）禁止停放任何车辆。
敬请广大驾驶人严格遵守上述道

路通行规定，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指示通行，共同创建和谐、安全的道路
通行环境。

特此公告
2021年7月28日

本报讯（通讯员 王立影）“‘援藏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崇高精神，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优势。缺氧
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
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我们指
明了方向。作为党员、作为医护人员，要
学习传承好‘援藏精神’，在工作中不断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能力、锤炼作
风，身体力行不断为‘援藏精神’注入新
的时代内涵。”北辰医院三名援藏医生
——口腔科医生王少星、骨关节科医生
张乾、耳鼻喉科医生杨文华表示。

心系高原百姓口腔健康

7月的一天，王少星跟随丁青县人
民医院到当地养老院开展口腔义诊。来
到西藏昌都市丁青县后，这样的义诊活
动他参加过很多次。作为口腔科医生，
王少星深知口腔问题对老年人健康的影
响，脑卒中、心脏病、糖尿病及消化系统
疾病等都与口腔疾病密切相关。

考虑到援助地区老年人口腔健康
状况相对较差，并且就诊率不高，牙齿
出现问题往往采取“拖、忍、扛”的方式，
进一步加剧了牙齿问题，直至全口缺
失。每次义诊，王少星都耐心为每一位
老人进行口腔健康检查，解答他们提出
的相关问题，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口腔健
康指导服务。

建党百年之际，作为医疗帮扶队伍
的一员，王少星对医疗援藏的意义有了
更深地感悟，“锤炼初心、淬炼匠心、修炼
信心，作为党员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实际行动诠
释新时代援藏干部心系群众、服务基层
的优良传统，真正为群众办实事。”

跨越千里守护患者健康

“作为一名骨关节科医生，看到患者
能够重新站立行走，就是我最大的幸
福。”昌都市是西藏大骨节病的高发区，
生活在此处的居民长期饱受病痛困扰。

北辰医院在开展对口健康帮扶中，启动
大骨节病手术治疗项目，以健康需求为
导向，帮助受援地区群众解除病痛。带
着这份责任，骨关节科医生张乾来到了
西藏昌都。

听说北辰医院援藏医生张乾专门从
事骨关节病的诊治，当地不少群众慕名
而来。61岁的米玛就是其中一位。长
期从事高海拔体力劳动的他，双膝关节
疼痛已经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尝试过多
种保守治疗方法，但效果均不理想。小
女儿次仁巴宗打听到天津来了一位骨科
专家，便带父亲前往。张乾在为米玛进
行细致检查后，综合评估认为最好的治
疗方法就是进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受限于当地手术条件及技术限制，
米玛决定来津进行手术，“大夫！我想去
你们那里做手术，我们不怕远！”带着这
份信任，两地工作人员通力协作，从医疗
保险异地安置手续到往返行程等全部帮
米玛安排妥当。随后米玛在北辰医院顺
利进行了全膝关节表面置换术。

救助患者争分夺秒

“主任，有位急诊外伤患者，需要您
来看看。”援藏的一天深夜，医生杨文华
接到昌都市藏医院急诊科的电话，立即
赶往科室。

患者是一个21岁的藏族姑娘，被钢
管砸中鼻根部，鼻面部大出血，鼻骨多处
断裂，右侧眼角明显可见尖锐骨折断端，
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患者眼斜肌断裂，甚
至失明。情况危急，需要立即手术处
理。杨文华慎重斟酌评估，带领科室医
生制定手术方案。手术过程中，严密观
察着患者生命体征、意识状态，最终手术
顺利完成，患者被推出手术室。“家属拉
着我的手表示感谢的那一刻，觉得自己
的工作特别值得。”杨文华说。

援藏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一个
个感人的瞬间。北辰医院援藏医生把“援
藏精神”植根于心中，在医路上步履铿锵，
用最朴实真诚的方式践行医者初心。

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交通警察支队

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 吴靖）为提高防控
应急处理能力。日前，青（广）源街组织
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演练。演练现
场共设置了排队等候、体温测量、信息登
记、核酸检测、医疗垃圾暂存等区域。

演练围绕人员入场测温、信息登
记、分流等候、采样、样本转运、消杀等
环节逐项实战化展开。演练严格按照
疫情防控标准操作，各区域分工明确，

参加人员全部到岗到位，以实战化标
准、真人参演、实装操作的方式进行，
做到每个步骤衔接顺畅、规范有序。

此次演练为应对疫情突发情况提
供了实战经验，同时可以进一步完善
街道全员核酸检测应急预案，通过进
一步细化防控措施、优化操作流程、提
升推进效率，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奠定
坚实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郝英杰）日前，北
辰区举行华池县列宁学校“红色夏令
营”启动仪式暨区委组织部捐建党员
活动室仪式。2020年 8月以来，北辰
区委组织部和华池县委组织部开展
了“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共建行动，实现双方人员互动、观念
互通、业务互学、作风互鉴。此次“红
色夏令营”活动，通过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红色教育、社会实践，引
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

图为华池县列宁小学 25名师生
参观北辰区党群服务中心“百年北辰
主题展”，与 AI 机器人有趣互动，在
沉浸体验中学习红色文化，了解北辰
历史。

本报讯（通讯员 张毅）为进一步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服务精神，在社区营造“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浓厚氛围。日前，佳荣里街
瑞达里社区开展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活
动，社区志愿者根据参与志愿服务居
民的积分情况，为居民兑换不同价值
的礼品。

米、面、油、洗衣液、卫生纸……走进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的“爱心超
市”，货架上各类生活用品整齐码放，区
别于一般购物超市中的标价，“爱心超
市”里的物品下标注着“积分数”，居民可
以通过参与各类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获得
积分,凭借积分来此免费兑换商品。现

场参与积分兑换的居民表示，志愿服务
是“助人”也是“助己”。社区通过打造
“爱心超市”给踊跃参与志愿服务的居民
以奖励,这一人性化的举措能够激励带
动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让社区变
得更有凝聚力。

今年以来，瑞达里社区居民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大家积极踊跃、冲锋在前，
在社区巡逻值守、文明劝导、理论宣讲、
清扫保洁、疫苗接种宣传动员等志愿服
务活动中积极贡献力量。“爱心超市”的
建设,在邻里之间搭建起爱心传递的桥
梁,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各项活动提供
激励保障,切实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
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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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达里社区爱心超市开展积分换物
一、可以将外省市养老保险关系转入

本市的人员有哪些？1.男不满50周岁、女
不满40周岁的在津流动就业人员；2.男50
周岁、女40周岁以上，具有本市户籍的人
员；3.待遇领取地为本市的人员；4.缴费延
长地为本市的人员；5.经县级以上组织、人
社行政部门批准调入本市的人员。

二、可以在本市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跨
省市流动就业人员有哪些？1.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和户籍均在本市的人员；2.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在本市，且在本市缴费年限累计
满10年的外省市户籍人员；3.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不在户籍地也不在本市，且最后一个
缴费年限（不包括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账户缴费年限）累计满10年的参保地为本

市的外省市户籍人员；4.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不在本市，且在每一个参保地缴费年限累
计均不满10年的本市户籍人员；5.《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
法》实施前已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本
市，实施后没有再转出的外省市户籍人员。

三、可以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有哪些？参加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员，
达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后，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含延
长缴费至15年）的，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按照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

（区人社局供稿）

养老保险知识（一）

全民参保小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