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1日，渝北区茨竹镇放牛坪村，游客们在梨园赏花
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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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妈、妈！”3月4日，73岁的王敏安静
地躺在病床上，但对于外界的声音已无力
回应了。儿子陈强陪在床边，他知道，留给
母亲的时间不多了。

让陈强欣慰的是，母亲很平静，头发干
干净净，没有痛苦的呻吟，一点不像一名子
宫癌晚期患者。

王敏所在的病房位于市十三人民医院
住院部14楼的全科医（学）疗科，名字叫安
宁疗护病房。

什么叫安宁疗护？在重庆试点情况如
何？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
查。

对患者进行评估，且家属要
达成共识，才会安排进入安宁疗
护病房

“所谓安宁疗护，就是关注患者的舒适
和尊严，在他们临终前控制患者的痛苦和
不适症状，帮助他们舒适、安详、有尊严地
离世，提高生命质量。”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副院长湛斌说。

“按照安宁疗护的相关要求，恶性肿瘤
等严重疾病终末期患者或身患两种及以上

疾病的老年人，前期经过普通专科治疗后，
在临床上已不能获益的患者，可申请安宁
疗护服务。”湛斌称。

目前重庆有市十三人民医院、九龙坡
区中医院、重庆建设医院、天府矿务局职工
医院、西南大学医院和四联康复医院等6
家医疗机构正在试点安宁疗护。

“我们现在收治的标准主要是终末期
病人，预估生存期在6个月内。”九龙坡区
中医院肿瘤科主任沈健说，在入院前，他
们会对患者进行评估，且家属要达成共
识，才会安排进入安宁疗护病房。如果患
者在安宁疗护病房里，家属改变了想法，
患者随时可以转出安宁疗护病房进行相
关治疗。

“一些话，我不能给妻子和
父母讲，但是，我可以向他们一
吐为快”

王敏住的病房里只有两张病床，摆放
有沙发、小茶几、绿植等。床单和枕套是粉
色的，看起温馨而舒适。

“王孃孃今天状态可以哟。”护士长林
萍推门进来，手上端着托盘，托盘上放着生
理盐水、棉签等。

因为子宫癌，王敏下腹处有菜花样分
泌物，“每天都得擦拭，不然会发臭，老人也
不舒服。”林萍的动作轻柔而娴熟。因为老
人长期卧床，双腿严重水肿，在擦拭完后，
林萍又细心地在老人腿下垫了个枕头。

“医院对于进入安宁疗护病房的患者，
往往不会采用过多的治疗手段，比如不会
使用呼吸机、气管插管等，主要会给老人镇
痛和营养支持。”该院全科医（学）疗科副主
任黄兴敏说，在对病人的护理过程中，还会
加入芳香疗法、音乐疗法等。

对安宁疗护病房的患者，试点医院会
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相关的服务。例如
九龙坡区中医院发挥中医特色，通过镇痛
酒、贴敷、针灸等形式，改善患者食欲和代
谢状态。

“事实上，除了日常护理，在安宁疗护

中，很重要的一环是人文关怀。”李海溶是
第十三人民医院医务社工师。作为安宁疗
护团队的一员，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引
导患者及家属正确面对疾病和死亡，尽量
做到“生死两相安”。

丁俊是九龙坡区中医院安宁疗护病
房的一名患者，他查出癌症时，已是终末
期。难以接受事实的他，终日以泪洗面。
进入安宁疗护病房后，志愿者和医护人员
经常到病床边同他谈心，或扶着他的肩，
或拍拍他的背，有时候会摆上几个小时的
龙门阵。

“多亏了医生、护士的开导，我的心态
才慢慢平静下来。”丁俊说，“一些话，我不
能给妻子和父母讲，怕增加他们的心理负
担。但是，我可以向他们一吐为快。”

帮助处在生命末期的人有
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数据显示，目前重庆60岁以上老年人
达721万，占总人口21%，高出全国近3个
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率居全国第六位。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群体
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帮助
处在生命末期的人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
一程，是推行安宁疗护的一项重要意义。”
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处副处长李雪梅说。

在九龙坡区中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尹红
梅看来，安宁疗护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医
疗资源，也为患者节省了费用。

“我们不会提前结束患者的生命，因为
这是病人的基本权利，也是我们国家法律
不允许的，但我们也要尊重临床现实，不去
刻意延长没有生活质量的生命。”沈健认
为，开展安宁疗护可以提高临终患者的生
存质量，让临终患者达到身体、心理、社会、
心灵的完整关怀，让他们安详地走完人生
的最后旅程，让家属敢于面对死亡，生死两
相安。

安宁疗护还需要迈过三道坎

“你想得出来，啷个要把爸爸转去安宁

疗护病房等死，那不是让人戳脊梁骨吗？”
前几日，潘婷婷与母亲大吵一架，坚决不同
意把父亲老潘转去安宁疗护病房。

老潘被查出来鼻咽癌晚期后，医生告
知了潘婷婷积极治疗的风险，但女儿坚持
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他，结果一化疗，老潘就
大出血，只能送到ICU抢救，一天就要花1
万多元。“他不能做手术，后来肿瘤堵住气
管了，就只能做气管切开，饭也不能吃，人
瘦得要命。”老潘弟弟说。

经过老潘全家人的集体讨论和商议，
老潘最终被转入安宁疗护病房。“我们尽了
全力，最后希望父亲能少受罪。”潘婷婷说。

“有时候安宁疗护被人误解为‘放弃治
疗’，所以我们不会轻易地向患者家属推介
宣传这种治疗方式，就怕引起病人及其家
属的误会和抵触。”湛斌坦言，在我国，讨论
死亡是一种忌讳，真正能够接受“优逝”这
个理念的人还不多，人们对安宁疗护理念
的认知度普遍不高。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实施安宁疗
护不仅需要迈过传统观念的坎，还需要解
决专业人才和配套制度的“门槛”。

业内人士表示，安宁疗护并非镇痛这
么简单，需要建立专业的安宁疗护团队，包
括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等。“由
于工作刚起步，目前我市相关专业人才数
量严重缺乏，尤其是志愿者和心理咨询
师。”沈健说。

“安宁疗护在全国范围内都处于探索
阶段，大部分服务内容没有医保对应收费
项目，可能影响从业人员积极性。”湛斌坦
言。

“安宁疗护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李雪
梅称，目前，我市正在积极探索在建立部
门联动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的基础
上，建立以公立医院为核心，基层医疗机
构、医养结合机构为补充的安宁疗护服务
体系。此外，打通一些政策壁垒，加强社
会宣传引导更多群众慢慢接受安宁疗护
的理念。

（文中患者及家属名字皆为化名）

如何陪伴他们走好人生最后一程
——重庆实施安宁疗护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颜安

3月 12日，巫溪县胜利乡
洪仙村脱贫户冯发彩又到自家
楼顶清扫太阳能发电板。她一
边清扫，一边对重庆日报记者
说：“都说春雨贵如油，我却希望
春雨不要下得太频繁。因为一
下雨就要清扫发电板，不清扫又
没有稳定的收入。”

冯发彩是我市光伏扶贫的
受益者之一。几年前，借助扶贫
资金和银行贷款，她家楼顶架起
了3千瓦的太阳能发电板，阳光
一照上去就能带来现钱。

前几年，冯发彩的丈夫因病
去世，家里一下子没了主心骨和
壮劳力，带着小孩的冯发彩生活
十分困难，被认定为贫困户。“村
里的扶贫项目不少，但大多需要
劳力。当时我就想，要是有个不
太需要体力，又一直有收入的产
业项目，该多好啊。”回忆起往
事，冯发彩感叹。

没想到，脱贫攻坚战打响
后，这好事儿真让她碰上了。
2015年的一天，村干部带着电
力公司的人来测试，说她家的
光照条件不错，适合搞太阳能
发电。没过多久，村干部上门
给她测算了费用，冯发彩签字
同意后，技术人员爬上屋顶，
为她安装好了太阳能电池板
和电表。剩下的事情，就是管
护好设备，等着“阳光变现钱”
了。

按照国家对光伏扶贫的要
求，海拔3000米以下，日照时间
1200小时以上是基本标准；冯
发彩家所处的位置，海拔约
1000米，年均日照时间约1500
个小时，光照条件十分优良。她
也因此成为了我市第一批享受
到光伏扶贫政策的群众。记者
在她家中的电表上看见，累计发

电量已有14116度，“这两天天
气不好，所以涨得慢点，要是碰
上大晴天，一天就有十来度呢。”
她高兴地说。

据测算，村民安装3千瓦的
光伏发电板，共需要2.4万元，其
中市扶贫专项资金、区县配套和
农户自筹各8000元，而且投入
产出比约12.8%，每年可为贫困
户带来约3000元收入，也就是
说，农民自筹8000元，到第三年
就能收回成本，并持续产生收
益。

正因如此，光伏扶贫拓展
了精准扶贫的新途径，特别是
对于那些家中无劳力、无资金、
无技术的贫困家庭而言，光伏
扶贫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
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对于
集体经济薄弱的空壳村来说，
光伏扶贫也能为村集体提供一
定资金。例如，奉节县太和乡
石板村合理利用扶贫资金，在
闲置空地安装了40千瓦的光
伏电站，每年可正常发电8万
余度，为村里带来6万余元收
入，用于临时救助、基础设施养
护等方面。

资料显示，从 2015 年以
来，我市在巫溪、巫山、奉节等3
个光照条件较好的地方开展了
光伏扶贫试点，累计建设电站
287个，装机容量1.37亿千瓦，
累计发电3131万度，发电收益
1657 万元，覆盖脱贫户 2281
户，户均增收7000多元，实现
了从“一次输血”向“长效造血”
的转变。

光伏扶贫的特点是“细水长
流”，一次安装，可受用20年以
上。“这就是说，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过程中，光伏扶贫项目将持续发
挥作用。”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

“阳光银行”实现“长效造血”
光伏发电让2281户群众户均增收7000多元

□朱芸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健全城乡流通体系，加快
电商、快递进农村，扩大县乡
消费。顺应城乡消费升级趋
势，当抢抓线上线下消费融合
发展机遇，抓紧抓实数字乡村
建设“牛鼻子”，加快数字赋能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从新基建发力，抓紧抓实
数字乡村“牛鼻子”，就要把农
村网络短板补齐。网络直播
带货让巫山脆李、奉节脐橙等
农产品成为“网红”，带动当地
农户增收。但是，各区县农村
网络基础设施条件参差不齐，
有的边远农村地区至今还是
网络信号盲区。进一步强化
数字乡村新基建在乡村振兴
战略中的基础作用，就要因地
制宜加大乡村物联网、人工智
能、5G 等技术设施的投入建
设。同时，健全完善城乡新基
建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全市城
乡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库、信
息交互等要素畅通。精准克
服农村地区不同区域间、行业
间存在的数字新基建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不断缩小城乡

“数字鸿沟”。
在推动产业数字化、数

字产业化中敢闯敢试，抓紧
抓实数字乡村“牛鼻子”，就

要加快释放数字乡村的叠加
效应和溢出效应。一方面，
各区县要立足乡村的优势产
业和现有资源实际情况，将
数字技术应用与种植业、畜
牧业、渔业等深度融合，提升
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产效
能。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
数字信息技术平台，发挥“数
字管家”作用，做好农村居民
饮用水、空气质量等方面安
全保障，监管农村污染物、污
染源，有效控制农村面源污
染，不断提升乡村生态环境
质量，以数字技术推动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转型。

强化农村居民人口、可用
耕地、特色农产品、集体资产
等基础数据共享；搭建统一数
据库和平台，打造“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一证通行”的城
乡一体化政务和民生服务机
制……数字乡村建设在我市
各区县方兴未艾，脚踏实地推
动乡村旅游、乡村服务、乡村
特产销售等朝数字产业转型
大有可为。抓紧抓实数字乡
村“牛鼻子”，各级党员干部需
要拿出顽强拼搏“牛功夫”，以
更大的力度集中精力攻坚克
难，以更实的行动推进网络基
础设施进村入户，乘势而为、
一鼓作气促进数字乡村建设
在巴渝大地处处开花、广结硕
果。

抓紧抓实数字乡村“牛鼻子”

核心提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完善传统服务保障措
施，为老年人等群体提供更
周全更贴心的服务。

2019年5月，国家卫生
健康委便启动全国第二批
安宁疗护试点，重庆九龙
坡、北碚、石柱被纳入试点，
率先在全市开展安宁疗护
服务。

所谓安宁疗护，就是
关注患者的舒适和尊严，
在他们临终前控制患者的
痛苦和不适症状，帮助他
们有尊严地离世，提高生
命质量。

□本报记者 韩毅

3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多个区
县获悉，当下我市各大赏花景区已花开
成海，赏花游市场供需两旺，促进文旅市
场强劲复苏。

在潼南陈抟故里景区，万亩油菜花
正值繁花期，红色、白色、紫色等多色系
油菜花，把大地染成“十里画廊”。小火
车、画舫船、直升机、花海溜索、非遗文
化 展 示 展 销 、陌 上 花 开 杂 技 艺 术
SHOW、COSPLAY动漫秀、“花海农家∙
自然野味”乡村美食长桌宴、“最忆花
海·童年游戏”园游会等体验项目和精
彩活动让这里的赏花之旅内容丰富、乐
趣无穷。

在渝北统景镇印盒李花生态旅游
区，3万亩李花迎春绽放。游客除了漫步
花海，还可闲坐李树下，品尝正宗乡土风
情的李花生态餐，或参加首届印盒花海
漫步大赛，与家人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
亦或搭乘直升机从高空俯瞰气势磅礴的
李花胜景。此外，游客在景区还能欣赏
到五光十色的灯光秀，感受印盒不同于
白天的奇幻之美。

在南川的重庆慢谷森林花园，120
亩李花、80多亩桃花花开正艳，李花似
雪、桃花如霞，还配套了秋千、小火车、7D
天空之镜、射击、水上自行车、皮划艇、高
空滑索等互动体验项目，供游客探春赏
花，享受远离都市的宁静。

在长寿湖景区，占地6万多平方米
的200多万株郁金香也已盛放，有王朝、
小黑人、黄水晶、白雪公主等约110个品
种，分纯白、淡紫、浅黄、玫红、深红等不
同颜色。漫步景区，阳光鲜花、蓝天白
云、湖光山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令人陶
醉。景区目前正在举办“花漾春天·香遇
寿湖——2021长寿湖郁金香踏青季”系
列活动，包括迎春奔跑节、风筝文化节、
花卉美食节等精彩活动。

不仅如此，巫山、北碚、合川、江津等
地赏花景区均已是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各种赏花主题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在赏花游刺激下，市民出游热情得
到充分释放，各大赏花景区人气旺，有力
促进了文旅市场强劲复苏，如陈抟故里
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已突破了3万人
次。来自携程集团的大数据也显示，近
期，关键词“赏花”在携程平台的搜索量
环比增长280%；预订赏花景区的人数相
比2019年增长115%，其中北京、广州、
上海、重庆、成都、杭州、南京、苏州、西
安、武汉的游客最喜爱踏青赏花游。

同程、飞猪等平台数据显示，赏花游
还拉动了酒店消费，武汉、重庆、无锡等
多座城市的酒店“爆棚”。

花开成海醉游人

赏花游促进文旅市场强劲复苏

本报讯 （记者 白麟）3
月17日，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峰环
境集团”）传出消息，该集团旗下
三峰卡万塔与合作伙伴日前承
接了首都重大民生基础设施项
目，将为大兴区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提供6台850吨/天焚烧炉
及辅助设备。据悉，这也是北京
市垃圾发电行业首次用国产核
心装备。

据介绍，大兴区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位于大兴区安定循环
经济产业园内，处理规模5100

吨/天。项目定位为国际一流、
国内领先的行业标杆项目，吸引
了全行业顶尖企业竞相角逐，最
终“三峰造”焚烧炉脱颖而出。

目前该集团先后已主编或
参编17项国家和行业技术标
准，核心装备已应用到8个国家
的211个项目、共计355条焚烧
线，得到行业广泛认可。

业内人士认为，上述项目标
志着“三峰造”焚烧炉获得“首都
标准”认可，同时也将成为京渝
两地生态环境产业合作的新亮
点。

“重庆造”核心装备
首次应用于北京市垃圾发电行业

当前，垫江恺之峰旅游区的牡丹迎来盛放期，成片的牡丹独具特色。3
月19日，第二十二届垫江牡丹文化节将在恺之峰旅游区盛大启幕。

记者 李耕 摄/视觉重庆

3月13日，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和村，满山遍野的梨花把初春
的山村妆扮得生机盎然，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踏青赏花。近年来，
当地大力开展果园赏花游基础设施建设，以生态农业资源梨花为

依托，发展乡村休闲、观光游，促进了当地果农增收致富,推动了乡
村振兴，实现了昔日国家级贫困村到美丽乡村的蝶变。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