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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3 月 7 日，
2018年度重庆女性体检报告出炉，陆军军
医大学西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对去年
84980名女性体检报告的分析结果显示：
血脂异常、乳腺疾病、宫颈囊肿、体重与肥
胖检出率较高。

报告显示，检出率最高的疾病为血脂
异 常 ，共 有 24839 人 ，占 总 人 数 的
29.23%。西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陈
宗涛介绍，在血脂异常的女性中，主要以高
甘油三酯血症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
症为主。

“别小看血脂异常，它极易导致心脑血
管疾病。”陈宗涛说，要改善血脂异常，女性
应有效控制体重。在减重时，不仅要减皮
下脂肪，还要减内脏脂肪及血管里面的“脂
肪”。

紧随血脂异常之后的是双乳腺增生，
共22077人，占总人数25.98%；再者是宫
颈囊肿，21780人，占总人数25.63%；然后
是超重与肥胖，21415 人，占总人数
25.20%。值得注意的是，阴道炎、正常血
糖高值、本次血压高检出率均大于10%。

陈宗涛提醒，单纯的乳腺增生并不是
乳腺癌的前兆，但需要警惕有无合并肿块、
乳头出血等症状，需要定期到医院做体
检。20至30岁女性最好每年做一次B超
检查；40岁以上每年做一次B超、两年做
一次钼靶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有6类人群更应关注
乳腺健康，包括初潮过早或绝经过晚者；
情绪不稳者；不婚或不育者；盲目服用丰
胸产品者；有家族病史者；饮食结构不合
理者。

西南医院发布 2018 年
度重庆女性体检报告

血脂异常检出率最高

重庆妇女事业发展大数据新鲜出炉
全市女性人均预期寿命80.3岁 在校女大学生、女研究生都比男生多

“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重庆航空首批女飞行员杜倩和杨静，迎来了她们成为飞行员后的首次“合体”——

女飞“姐妹花”万米高空互致节日问候
本报记者 曾立

3月7日，在整治后的江北区铁山坪街道栋梁河河道护岸，该区农委
水利科的蔡文凤等6名女性工作人员，运树苗、提水桶、扛铁铲，忙得不亦
乐乎。她们参与并见证着栋梁河河道两岸筑起6公里挡墙，约200亩荒坡
变身为滨水步道公园。在植树节到来之际，她们忙着为报名参加义务植
树的市民备齐植树所需用具，让这片美丽山水城区更加绿意盎然。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3月7日，
市妇联发布了最新的重庆妇女事业发展
大数据。我市妇女事业发展取得了哪些
成效？女性最关心、社会最热门的话题有
没有在其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孕产妇死亡率继续降低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二孩比
重和高龄孕产妇比重增高，但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重庆孕产妇死亡率、住院分
娩率、产前检查率3项约束性指标分别为
14.97/10万、99.73%、97.35%，其中，孕产
妇死亡率、孕产妇产前检查率均优于全国
平均水平。

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妇幼健康工作，
每年投入资金4000余万元，用于妇女“两
癌”检查、母婴安全保障和出生缺陷防治
等工作。

同时，主管部门大力加强妇幼健康工

作，将其纳入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工作总体
规划，把孕产妇死亡率等重要核心指标纳
入对区县党委政府的考核内容。重庆市
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由2010
年的79.03/10万和15.9‰，下降到2018
年的14.24/10万和4.13‰。

“主管部门还建立健全危重孕产妇
‘绿黄橙红紫’五级预警机制，规范救治和
转诊流程，完善市、区（县）两级危重孕产
妇救治中心建设，通过‘分片管理、双向协
作、保底接收’的方式，畅通危重孕产妇会
诊、转诊与救治的绿色通道，保障母婴安
全。”该负责人介绍。

我市女性医疗保健水平显著提高，广
大妇女的健康意识也不断增强，2017年
全市女性人均预期寿命为80.30岁，比上
年提高了0.32岁。

女厕位配备增加

据悉，由于男女生理结构不同，女性

如厕率普遍要高于男性，导致一些地方男
厕所使用率不高，女厕所却人满为患。这
反映了公厕的设计与配备不合理。

为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推进地方政策
法规制定与实施全过程体现男女平等原
则，2017年，市妇联持续推进法规政策性
别平等评估工作，对4件地方性法规草
案、6件政府规章和330件市政府规范性
文件中，涉及性别平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
有关内容和情况进行了评估，把好了源头
维权的第一关。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王祖伟说，现在重庆很多
商圈、公园、学校等公共场所的女公厕厕
位有所增加，许多商场里面更是设置了母
婴室。

保障女性受教育权益

市妇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市女性平
等受教育权益保障力度不断加大。2017
年，全市女童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4.19%，

小学招生中受过学前教育的女童比例达
99.10%；小学学龄女童净入学率达到
99.99％，初中女生入学率达99.81％，学
前和义务教育基本消除男女差别；高等教
育在校生中女生数量57.02万人，所占比
重过半，达51.85%，其中研究生在校生中
女生所占比重为52.90%；女性职业教育
和培训力度加大，女性参与职业技能培训
人数达101.8万人，占当年职业技能培训
总人数的56.03%，较上年提升了17.74个
百分点。

截至2017年，在参与社会经济方面，
女性创业就业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通过女大学生就业双选会、“春风行动”
等，帮助妇女平等就业，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达46.3%；事业单位和
公有经济企业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
性人数分别达到25.26万人、11.60万人、
2.46万人，占比分别为51.92%、45.81%、
36.39%，妇女就业结构不断改善。

3月6日晚20∶07，夜色中，一架
从重庆出发的A320飞机平稳降落在
深圳宝安机场。

对旅客而言，这趟航班与平时没
什么不同。但对于副驾驶座位上的杜
倩、杨静而言，这次飞行却有着特殊的
意义。

作为重庆航空公司仅有的两名女
飞行员，这是她们第一次合作飞行。
杨静说，同为女飞行员，她们深知对方
付出的辛劳和汗水，这次合作，也成为
她们送给彼此的节日礼物——来自万
米高空的节日问候。

梦想在刹那间扎根

在民航圈，女飞行员可谓凤毛麟
角。

身材高挑、长相俊俏的杜倩、杨
静，一个29岁、一个31岁。

“我们都在2015年进入重航。”杜
倩说，在此之前，两人都是“空姐”。

2011年3月，第一次担任空乘任
务的杜倩，按照惯例参观飞机的驾驶
舱。当机长打开驾驶舱的那一刻，精
密的仪表盘瞬间吸引了她的目光。要
成为一名飞行员的念头如同一颗种
子，从此在杜倩的心里生根、发芽。

同样是在2011年，已经从事空中
乘务工作3年的杨静，在广州认识了
一位女机长。其专业干练，巾帼不让
须眉的风姿打动了杨静。

然而，要想成为女飞行员，并不容
易。截至2015年底，中国民航驾驶员
有4万多人，其中女飞行员只有不到
600人。

为了梦想而努力

为实现飞行员梦想，杜倩、杨静早
早地就开始做准备。

“从小喜欢运动，我对体能比较有
信心，但文化课是我的短板。”为弥补
自己的短板，只有专科学历的杜倩一
边工作一边进修本科课程、自学英语。

2014年，杜倩生下女儿，女儿的
到来并没让杜倩与自己的梦想疏离。
2015年，拿到哈尔滨商业大学本科毕
业证的杜倩，向国内各大航校投出了
报名简历。

喜欢穿高跟鞋、裙子的杨静，则早
早开始体能训练，跑步、爬山、健身，她
还开始尝试潜水、滑翔伞等极限运动，
挑战自己的承受能力。

然而，追求梦想的路并不是一帆
风顺，两人的想法都遭到家人反对。

杜倩的父母说：“空姐工作挺好，不
要东想西想。”丈夫则担心杜倩这样做，
会错过孩子幼儿时期的成长与陪伴。

杨静的父母甚至觉得想当飞行员
的想法完全是天方夜谭。为了证明自
己，杨静报考了驾校，仅用3天就通过
了科目二的考试，令家人刮目相看。
为攒学费，杨静省吃俭用，连最爱的高
跟鞋、裙子也不买了。

杜倩也多次与家人沟通，最终获
得支持。为支付培训费用，杜倩和丈
夫商量卖掉了一套房子。

汗水铸就飞行梦

2015年，杜倩和杨静分别参加了
海航航校和蔚蓝航校的招生考试。

飞行员招生严格，要想入选，必须
过体力、智力、心理测试三关。2015
年9月，杜倩和杨静如愿被航校录取，
开始了和男学员一起高强度学习、训
练的日子。

每天早上跑5公里、固轮每分钟
转30圈；活滚、悬梯；正转、反转……
男女标准相同。两年时间里，她们和

男学员一起训练，没有一样落后于人。
2017年8月，杜倩和杨静考入重

庆航空，又开始一系列公司培训学习，
理论初始、模拟机初始、跟班、应急训
练、本场训练、上座检查等。见习了足
足一年，2018年9月，杜倩和杨静终于
成为飞行副驾驶。

老机长评价：比男飞行员更细心

杜倩和杨静的到来，打破了重庆
航空公司没有女飞行员的记录。

3月6日晚，执飞OQ2335重庆—
深圳航班的机长佟宝欢，是重航的老
机长。

航班起飞前，两位女飞行员在佟宝
欢的带领下，完成了系列航前准备。佟
宝欢说：“她们两个的工作能力与男飞
行员相比毫不逊色，在飞行程序操作
上，有时候比男飞行员更加细心。”

据称，自去年9月首飞后，杜倩和
杨静要晋升机长，还需要经历2700个
小时的飞行、400次起降，无数场考试。

杜倩说，她的梦想是先成为优秀
的女机长，然后成为一名飞行教员，帮
助更多拥有飞行梦想女性冲上云霄。

杨静说，她希望未来某一天，能驾
驶着“中国造”飞机飞遍全球。

3月7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护士田虹（图左）和
杨春莲正在照料手术后的病人。作为一名儿科护士，田虹和她
的同事每人每天需要负责6到8名病人的护理工作，对这些小
病人，她们的工作除了专业技能外，还需要更多耐心和爱心。
输液、雾化、换药……一个个简单、规范的动作背后，是她们竭
尽全力在帮助患者减轻病痛，也是她们“守护生命，救死扶伤”
的庄严承诺。 记者 崔力 摄

重庆市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
分 别 由 2010 年 的 79.03/10 万 和

15.9‰，下降到 2018年的14.24/10万
和4.13‰

3 月 7 日，江北交巡警支队勤务二大队的黄棋在
观音桥商圈附近帮助老人过马路。黄棋 2018 年 7 月
25日正式到观音桥大队上班，这半年多来她从一个刚
出校园的大学生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一线干警，已经
能独立处理交通事故、开展违法整治、顺利完成各种
安保活动。她说：“生活中的警察，干的是实事，接触
的是百姓。”

记者 齐岚森 摄

截至2017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中
女性占比达46.3%

2017年，小学招生中受过学前教育的女

童比例达99.10%，小学学龄女童净入学率

达 到 99.99％ ，初 中 女 生 入 学 率 达

99.81％，学前和义务教育基本消除男女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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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对妇女权益
的法律保护日趋完善，是重庆妇女事业发
展的亮点之一。3月7日，渝中区法院组织
召开“法院开放日”活动暨反家庭暴力工作
新闻发布会，从会上发布的数据来看，
2016年以来，该院共审结婚姻家庭纠纷案
件1930件，其中，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
力的案件183件，占9.5%；受理人身安全
保护申请24份，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3
份。女性容易成为家暴受害人，一旦遭遇
家暴，该如何处理？

2016年3月1日，我国首部针对家庭
暴力的法律《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市家庭暴力投诉
中心实现了区县（自治县）110报警中心
以及街道（乡镇）综治办、社区（村）综治工
作站、警务室全覆盖，14个区县救助管理
站设立了家庭暴力庇护中心，建立43个
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41个妇女法律援
助工作站点。

万一遭遇家庭暴力要怎么办？一定要
对家庭暴力说“不”，具体处理办法市妇联
为你支招——

1.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
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委
会、村委会、妇联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

2.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3.可请求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
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4.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
实危险的女性，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5.对于无家可归的家暴受害者，可以
到家暴庇护所申请庇护。

6. 家暴受害人可以请求工会、共青
团、妇联、残联、居委会、村委会等对实施
家庭暴力的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或心理
辅导。

向家暴说“不”
重庆家庭暴力投诉

中心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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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市妇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