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春节节没没休休，，最最忙忙一一天天接接生生88个个娃娃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助产士王雯：耐心安抚每位产妇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泽文 宁博

助产就是要
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

“宝宝好漂亮啊。”“是个女
宝宝，7斤2两。”那个浑身有点
湿漉漉的小人，还在拼命哭的
时候，是王雯最高兴的时刻，他

们陪伴着许多初为人母的妈妈
一起感受新生命诞生的喜悦。
此刻的产房，褪去了等待孩子
降生时的疼痛和烦躁，空气中
都透着温馨和幸福。

春节假期泰安市妇幼保健
院的产房里诞生了160名新生
儿，七天假期里共有158名产妇
集中分娩，仅大年初六一天，就
有38名宝宝出生。“有的生得快
五六分钟就出来了，有的宝宝
待在妈妈肚子里不愿出来得需
要等三四个小时。”王雯说，“春
节假期一天也没休，最忙的一
天接生了8个新生儿，尽管工作
一天很疲惫，但看到孩子降生
心里特别高兴。”

“助产工作虽有酸甜苦辣，
但是我觉得助产就是我的全部。
做一件事难，用一辈子做一件好
事更难。助产就是要一辈子坚持
做一件事，并要做到精细，做到
完美，这就难上加难，但是我有
信心坚持下来。”王雯信誓旦旦
地说道。“学一门技术，幸福着千
家万户人，这些年来有无数个新
生命从我手里降生并健康成长，

内心感到无比喜悦。”

整个产程中
细致捕捉产妇细微变化

俗话说，生孩子就是去鬼门
关里走一遭，一句话道出了生产
孩子的万般艰辛，而有一个好的
助产士从旁协助，不仅会有事半
功倍的效果，有时候她们甚至是
生命的再造者。的确，做好助产
这项工作光凭一腔热血是不够
的，重要的是要有扎实的理论功
底，娴熟的助产技术，更需要的
是关键时刻对产程的准确判断
和果断干预。

一个有经验的助产士对产
妇的帮助甚至可能超过一个产
科大夫，因为其工作性质决定了
助产士集接生、护理于一身，且
在产程中对产妇的陪伴时间较
产科大夫要长，因此也能更细致
地捕捉到产妇在整个产程中细
微的生理以及心理方面的变化。

王雯介绍，孕妇生产过程
中，不少孕妈因疼痛不停哭喊，
因此我们实行导乐分娩，教给

准妈妈们呼吸方法，以减轻疼
痛；加之现在的无痛分娩，大大
减轻了准妈妈们的疼痛，同时
有家属陪伴的分娩，也让孕产
妇在生产过程中更加有信心、
有力量，各种技术相结合，大大
提高了顺产的几率。

日常工作中，王雯还经常
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新
生儿脐带血的存储和采集。王
雯在产房就负责这份工作，对
于这个问题她感触颇深。经她
手采集的脐带血，已经有多例
被应用到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
患者的治疗。也正因此，王雯在
自己生孩子的时候，也选择保
存了一份脐带血，这既是一份
对孩子健康的保障，同时也是
对家人的一份保障。

产房，一个在医院里看似普通却又特殊的地方，它与医院其他地方不同，每天会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生命，蕴藏着产妇妇、家属美好的期待，而
这期待，正是助产士沉甸甸的责任。王雯，泰安市妇幼保健院的一名助产士，工作9年里从她手中接过的新生命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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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雯耐心安抚每一位

产妇。

专家简介
王雯，助产士，2009年

山东杏林科技职业学院毕
业，2009年泰安市妇幼保
健院产房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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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3月28日讯（记者
崔岩 马云云 实习生 温

珊） 28日上午，山东省高级法
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了2017年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
法审查报告。报告称，有一半以
上的行政案件“告官不见官”，
有的行政机关连工作人员也不
出庭，全省委托律师出庭的案
件达59件。

报告显示，2017年，全省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行政案件11965
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
5185件，出庭应诉率为43.3%，同
比上升了1.9个百分点。

从行政机关负责人身份
看，呈现部门负责人多、政府负

责人少，副职多、正职少的“两
多两少”特点。去年各级行政机
关负责人副职出庭的4831人，
正职出庭的219人。部门负责人
出庭的4433人，政府负责人出
庭的617人。其中县（市、区）级
以上政府正职无人出庭，乡镇、
街道办事处正职出庭的13人。

去年，县（市、区)及以下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4730
人，占93 . 8%,省、市级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315人，占
6 . 2%。

出庭应诉率超过60%的有
德州、潍坊、威海、淄博、滨州、
济宁、东营、青岛和莱芜等9个
市，其中德州、潍坊、威海超过

80%，德州达到了93 . 7%；出庭
应诉率不足30%的有济南、临
沂、聊城、泰安和菏泽。

报告认为，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工作有待改进，如
出庭应诉率不够高，仍有一半
以上的行政案件“告官不见
官”，不少行政机关负责人没有
认识到出庭应诉是必须履行的
法定职责，也没有充分认识这
项工作对于化解矛盾纠纷、维
护政府形象的重要意义。

另外，有的行政机关负责
人庭前准备不充分，超期提供
证据或提交证据不全面，甚至
遗漏必要证据。“出庭不出声”
问题比较普遍。

超超半半数数行行政政案案件件““告告官官不不见见官官””
去年全省法院审理行政案11965件，官员“出庭不出声”问题普遍

应参加庭审行
政案件

负责人出庭
案件

负责人出
庭率

济南 2766 311 11 . 2%

青岛 2157 1339 62 . 1%

淄博 416 325 78 . 1%

枣庄 377 172 45 . 6%

东营 219 143 65 . 3%

烟台 730 315 43 . 2%

潍坊 564 454 80 . 5%

济宁 757 540 71 . 3%

泰安 277 61 22 . 0%

威海 343 275 80 . 2%

日照 266 89 33 . 5%

滨州 364 273 75 . 0%

德州 350 328 93 . 7%
聊城 600 114 19 . 0%

临沂 986 168 17 . 0%

菏泽 635 189 29 . 8%

莱芜 84 55 65 . 5%

房屋征收补偿，没把院子算在内

2014年9月10日，为实施宁津县职专教学楼及运动场项目建
设，宁津县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将贾某某的房屋纳入征收范
围。由于在签约期限内，未能与贾某某的达成补偿协议，2015年3月
2日，县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贾某某认为其院落属于涉
案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的一部分，而该补偿决定中未予体现，提
起行政诉讼。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中，应将当事人合法享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院落、空
地面积纳入评估范围，按照征收时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一并予以征
收补偿。

法院认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在涉及贾某某土地价值的
补偿方面明显不当，遂判决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招商引资奖励不兑现，区政府败诉

2006年，淄博市张店区政府制定并发布了招商引资一系列政
策，承诺对引进区外投资项目的引荐人进行奖励。2011年12月14
日，淄博市张店区南定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材料，证明麦德龙投资
项目系程某某推荐引进，并承诺在项目建设完成后协助程某某落
实政府奖励政策。

2015年2月27日，张店区政府认为程某某的引荐人身份不能确
定，不符合招商引资奖励条件，不能对其进行奖励。程某某不服，提
起诉讼。

淄博市博山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有大量证据证明程某某符合
向张店区政府申请奖励的条件，区政府应当依据相关规定对程某
某进行奖励。遂判决责令区政府对程某某的行政奖励申请重新作
出处理决定。

行政机关的招商引资奖励允诺属于行政主体应当履行的法定
职责，行政允诺的相对人享有依据政府承诺获得行政奖励的合法
权益应当予以保护，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兑现向社会
及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

本报记者 崔岩 马云云 实习生 温珊

葛相关案例

各市法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

扫描二维码，看他到底收了多少钱。

被被““双双规规””前前的的几几天天，，
还还收收2200万万！！他他是是谁谁？？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