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企业医院生存
能力降低，将其与母公司
国有企业剥离、融入市场
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近
段时间，兵装集团、西南
铝就携手国药集团，完成
了旗下望江医院、西南铝
医院的改革重组，进一步
提升企业医院的服务能
力，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获悉，2018年
1月、7月和2019年2月，重庆市科学
技术协会先后举办3期全市深度贫困
乡镇中小学生科技营（以下简称科技
营），来自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162名
中小学生和54名科技辅导员有幸参加
了科技营。

举办3期科技营，旨在让深度贫困
乡镇的中小学生们享受到城市最好的
科技教育资源，坚定脱贫之志，增长致
富之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

山里娃有了追梦勇气

巫溪红池坝镇小河中学学生陈馨
雨，是第1期科技营的营员。回忆起科
技营的经历，说到动情处，小姑娘红了
眼眶。

她说，从红池坝镇到重庆的途
中，一度遇到极寒天气。但在社会各
方的关怀下，师生一行终于平安通过
冰雪路段，顺利到达重庆。到重庆
后，科技营工作人员日夜陪伴孩子
们，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让
第一次走出大山的陈馨雨和同学们
终身难忘。

参加第2期科技营的石柱县中益
乡盐井小学学生谭飞，又有不同的感
受。在科技营活动中，谭飞第一次坐
了动车、轻轨，第一次和智能机器人近
距离互动，又高兴又激动。

“科技营让我意识到科技能够改
变生活，让经济更快发展。”谭飞说，今
后，他一定要学好科学知识，把家乡建
设得更加美好。

“我感受最深的是，只要我们敢于
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一定能
实现科技腾飞的中国梦。”

来自万州龙驹镇中心学校的李葳
葳说，过去，她总觉得科学很遥远，和
她这个贫困乡镇的小学生没有关系。
而科技营让她明白，科学就在身边，最
重要的是要有追梦的勇气。

据统计，仅在第3期科技营结束
后，在“心愿树”上留言的孩子就有超
过六成表示今后想成为科学家。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科技营
以“立志益智 筑梦飞扬”为主题，通
过课堂设计、活动组织、参观游学、趣
味体验等方式，让深度贫困乡镇中小
学生在科技体验中开拓视野、增长志
气、磨砺意志。

第三期科技营活动中，小营员们
登上金佛山第二课堂科学营地学“科
考”，动手做标本，集体玩游戏，与小伙
伴们一起庆祝生日……他们不仅学到
了科学知识，更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
和来自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怀。

“在科技营启动之前，我们已经启
动‘六个一’工程，助力深度贫困乡镇
脱贫攻坚，为困难群众送去实实在在
的帮助。”该负责人介绍，“六个一”工
程具体包括：在18个深度贫困乡（镇）
各建一个共享科技馆或科普活动室、
建设一批覆盖贫困村的乡村科普e站、
扶持一批科普惠农基地、建设一支科
技服务团队、建设一个农技协联合会，
帮扶一批贫困中小学生。科技营活动
就是帮扶一批贫困中小学生的具体实
践之一。

“一堂生动、振奋人心的科技课”

科技教育更深入人心

“向老师，我的娃儿眼睛会发亮
了！”

至今，丰都县三建乡中心学校教
师向彦桥还记得一位家长去年上学期
对他说过的话。

这话啥意思？向彦桥解释，家长
的意思是，自家孩子的眼神从茫然、不
自信，转变成了充满希望和好奇，对学
习的态度也更加积极。

据向彦桥观察，这样的转变，是因

为孩子参加了科技营。他们眼睛中的
光芒，源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脱
贫致富的渴望。

“以前上科技课，老师讲得热火
朝天，学生听得满脸茫然。”向彦桥
说，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深度贫困乡
镇的科技教育往往存在说服力不足
的短板。

例如，课堂上，教师讲到飞机、动
车，大山里的孩子们只能跟着老师的
讲解点头——他们中多数人连火车都
没坐过，怎么能理解交通工具可以在
天上飞、跑得比汽车快？

科技营的诞生，正好为深度贫困
乡镇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外界的
窗户。从他们走出家门，坐上动车、火
车、长途汽车的那一刻起，就在接受最
直观生动的科技教育。

城口县鸡鸣乡中心小学教师刘时
科参加首期科技营后，感慨地说：“对
参加科技营的科技辅导教师们来说，
这就是一堂生动、振奋人心的科技
课。”

事实上，每一期科技营的课程内
容都是专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就拿
第3期科技营来说，课程内容包括“红、
蓝、绿”三个板块。其中，“红”以红色
教育为主，包括瞻仰红岩革命纪念馆、
渣滓洞、白公馆、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等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蓝”以科技教育
为主，包括参观体验重庆科技馆、中国
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长
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航空、仙桃
数据谷等科普示范基地；“绿”以绿色
发展为主，组织营员前往金佛山第二
课堂科学营地，开展“寻找达尔文密
码”“解密星空”“雪地精灵”等体验活
动。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三色营
养大餐”特色鲜明、层次清晰，既相互
独立又融会贯通，把爱国主义、科技创
新、绿色发展融合在一起，帮助小营员
们克服自卑感，培养意志品质、学习能
力，为他们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打下坚实基础，使他们立志
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既扶志又扶智，激发学生内生动力”

科技扶贫的具体实践

科技营获得了来自各方的肯定。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营活动
搞得有声有色，既发挥了科协组织的
特色优势，也聚合了社会帮扶力量。

在活动组织中，市科协党组全面领
导、全过程督导、全方位指导；深度贫困
乡镇所在区县（自治县）科协精准识别
推荐组织学生和带队老师；重庆大学、
红岩革命纪念馆、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
智能技术研究院、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航空、重庆市轨道交通（交通）
有限公司、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科技馆等单位给予大力支持。

《课堂内外》杂志社、特别是重庆
第二课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独具匠心
承办科技营，定制教育课程、提供科普
课堂、开展体验活动、评选优秀营员、
激励见贤思齐……引导营员将科技营
收获植入心灵、永远铭记。

科技营持续举办，在注重扶贫与
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实践中起到了示
范引领效应。市科协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高质量办好这项科技营活动，为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助力，让贫困中
小学生从小种上立志脱贫的种子，插
上智慧致富的翅膀。

重庆市深度贫困乡镇中小学生科技营一年来让200多名师生走出大山，开阔眼界——

用科技教育实践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本报记者 申晓佳

■科技营以“立志
益智 筑梦飞扬”为主
题，通过课堂设计、活动
组织、参观游学、趣味体
验等方式，让深度贫困
乡镇中小学生在科技体
验中开拓视野、增长志
气、磨砺意志。

剥离与主业发展方向不符的社会职能，增强核心竞争力

重庆两家国有企业医院找到新“东家”

本报讯 （记者 夏元）3月6日，
九龙坡西彭镇，当“国药（重庆）健康医
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医疗
重庆公司）的牌匾缓缓挂上，有着52年
历史的西南铝医院就此换了“东家”。

国药医疗重庆公司是中铝集团与
中国医药集团（以下简称国药集团）联
合对西南铝医院进行改革重组而来，它
将接手后者现有440多名医务人员，继
续在当地从事医疗卫生服务。

这也是中铝西南铝剥离企业社会
职能的“最后一块拼图”。此前，包括西
南铝厂区公安、厂办子弟校等职能，都
已先后移交地方。

“西南铝彻底剥离社会职能后，将
‘轻装上阵’做好铝材主业，而西南铝医

院也将在专业医疗集团扶持下，做好做
精医疗服务。”在当天国药医疗重庆公
司成立大会上，九龙坡区政府主要负责
人表示。

1965年，国家“三线建设”项目之
一的西南铝，在九龙坡西彭开工建设。
两年后，西南铝医院建成投用，服务西
南铝公司职工。

随后，在改革开放浪潮下，西南铝
医院开始全面服务社会，并于1994年
获评国家二级甲等医院，在充分保障西
南铝职工医疗的同时，也为30万名西
彭居民提供卫生服务。近10年来，随
着国企改革不断推进，受限于西南铝自
身经营压力，西南铝医院得到的投入和
支持越发有限，特别是在人才配置、设
备供给等方面，与其他地方医院差距越
拉越大，导致就医群众及医院医务人员
都怨声载道。

2000年后，西南铝开始启动剥离
社会职能，先后完成厂区公安、厂办中
小学、职工家属区水电气供应和物业管
理等职能移交。

2018年2月，按照国务院国资委、
中铝集团剥离企业社会职能的改革要
求，西南铝正式启动西南铝医院改革重
组。

西南铝业集团董事长尹雪春表示，
通过对众多意向机构进行层层考察和
交流，专注于医疗健康发展，具备全产
业链丰富资源，以及成熟的市场化运作
方式和“央企基因”的中国医药集团，从
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双方很快一拍即
合。

2018年12月29日，双方完成国药
医疗重庆公司工商注册登记。

“中国医药集团将充分利用全产
业链、品牌技术和资金优势，推动国
药医疗重庆公司快速实现专业化发
展。”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陈玉栋称，“西南铝医院”整合
改组为“国药医疗重庆公司”后，将全
面融入医疗健康主业，为西南铝职工
和西彭居民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医
疗服务。

对于“接盘”国有企业附属医院，中
国医药集团已积累丰富经验。此前，该
集团曾先后接手东风汽车公司、葛洲坝
集团等国有企业附属医院，并且全都成
功“盘活”。

国药医疗重庆公司负责人表示，按
照发展规划，今年该公司将重点在肿瘤
科方面进行治疗突破，同时加强儿科、
急诊科等学科建设。

又讯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
璨）3月7日，兵装集团全国首例企业医
院改革完成——旗下望江医院正式更
换“东家”。未来，该医院将由国药望江
（重庆）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进一步
扩大医院规模与作用，更好地服务周边
群众。

据悉，此前望江医院隶属重庆望江
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江公司），望
江公司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直属
的国有独资大型一类企业。望江医院
处于非主流、非主业、非一线的“三非”
境地，功能逐步萎缩，仅有各类员工
100人（其中正式员工 40 人），医疗设

备设施陈旧老化，生存面临严峻挑
战。

2016年，国务院颁布了相关文件，
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剥离与主业发
展方向不符的社会职能，集中精力和资
源发展做强主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为此，从2018年起，望江公司按
照中央政策和规定，通过资源整合方
式，将望江医院资产无偿转到国药医
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国药医疗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成立国药望江（重
庆）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专门运营管
理望江医院，该公司也是望江医院的
新“东家”。据了解，本次改革整合，
是兵装集团众多下属企业医院的首
例。

据介绍，更换“东家”后，新公司将
完善望江医院基本科室、医疗设备，促
进望江医院医、康、养一体化，提供公共
医疗卫生服务。预计在5年内，望江医
院的公开床位将从40余张扩大至500
张。同时，望江医院的改革也会提升医
院品质，改变当地居民“舍近求远”外出
就医的不利状况，满足本地区老百姓看
病需求。

望江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望江医
院的改革，将促进望江公司减少辅助功
能，集中精力发展、做强做优主业。同
时，望江医院的改革还可以使央企投资

“三不准”（不符合主业方向的、超出自
身投资能力的、投资回报低的不得投
资）的限制得到“松绑”，为医院的后续
发展创造了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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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随着全球最大型的综合性赛会制电竞
大赛——第三届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WESG）全球总决
赛小组赛在重庆拉开帷幕，市民对电竞比赛的热情再度
被点燃。重庆日报记者当日登录官方售票渠道发现，能
够容纳3万多名观众的重庆奥体中心，16日和17日的总
决赛门票已所剩无几。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重庆市民第一次为电竞赛事疯
狂。1月25日，国际知名电竞赛事SLI-Major在重庆华
熙文化体育中心举行时，现场门票一度被炒到2000元的
高价，一票难求。

为何重庆市民如此青睐电竞赛事？高水平赛事缘何
争相落户重庆？未来重庆的电竞产业又将如何发展？重
庆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高水平电竞赛事点燃市民热情

3月7日上午，当重庆日报记者赶到WESG全球总决
赛小组赛举办地重庆雅诗特酒店时，由于当天的比赛不
对外开放，这也给现场 350 多名志愿者提供了“福
利”——除了为比赛提供现场服务，还有机会和自己心仪
的选手进行近距离接触。因为这些志愿者中的大部分人
也是电竞爱好者。

“我早上8点和同学从大学城赶过来，就是希望能与
《炉石传说》著名选手Yogurt进行近距离接触。”志愿者
王梓说，之前都是在网络上看她比赛，此次能与她近距离
接触，实在太棒了。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一系列高水平电
竞赛事相继在重庆举行，重庆的电竞爱好者数量也明显
上升。“现在无论是在电脑上看电竞直播的市民，还是用
手机打《王者荣耀》的网民，都比之前有了成倍的增长。”
曾担任重邮Eagle战队队长的Fox表示。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通过各类渠道观看《英雄联
盟》赛事的观众中，重庆观众的人数在全国领先。同时，在
官方消费数据中，重庆玩家的消费能力也很好。”去年把主
场放在重庆的《英雄联盟》知名战队蛇队经理左雾表示。

重庆成为电竞赛事沃土

《英雄联盟》知名战队蛇队把主场设在重庆、SLI-
Major首度在重庆举行、WESG全球总决赛长期落户重
庆、LPL春季赛在重庆举行……知名战队和顶级赛事扎
堆来到重庆，这是为什么？

“重庆地理位置优越，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
市。电子竞技作为一种新兴文化，从这里开始扩散到整
个西南地区非常合适。同时，重庆浓厚的电竞氛围，也是
吸引我们的重要因素。”WESG主办方、阿里体育首席运营官余星宇表示。

据了解，世界冠军Alex、Ted、秦源达、Wings战队均来自重庆本土，而重庆
首家《王者荣耀》职业俱乐部EC，曾拿到10个省级以上的赛事冠军，并在表演赛
中击败了王者荣耀职业联赛（KPL）的冠军队伍。

“事实上，除了良好的赛事氛围，华熙文化体育中心、三峡港湾电竞馆等专业
场馆的新建对吸引高水平电竞赛事来渝举办，同样功不可没。”市体育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华熙文化体育中心配备了6组国际顶级的音响系统以及专业的LED
漏斗屏，可以实现无死角全覆盖电竞转播，而承办WESG全球总决赛的重庆奥
体中心，可容纳数万名观众，也为电竞爱好者线下观战提供了便利。

产业聚集实现跨越式发展

市场研究机构伽马数据发布的2017年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中国电
子竞技游戏市场2017年实际销售收入达到730.5亿元，同比增长44.8%。2018
年中国电竞产业用户将达4.3亿人，市场规模将超过880亿元。

在重庆电竞协会有关负责人看来，要让电竞产业实现跨越性发展，最重要的
是做好产业集聚。

“电竞产业绝对不能做一个窄化的研究和窄化的落地，只有让电竞与相关产
业实现融合发展，才能产生巨大的合力。”该负责人表示，不管是电竞小镇，还是
以电竞为主导的区域产业集聚地，都不能只有网络硬件设备，还要有更多的服务
配套。

事实上，在顶级赛事扎堆落户重庆的同时，业内人士也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出
台相关政策，吸引电竞产业链上游的游戏研发、电竞内容生产、终端制造等企业
入驻重庆，进而把市民对电竞赛事的热情转换为生产力。

“重庆在加快电竞场馆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出台相应的管理办
法，规范电竞产业的经营，同时提高公众对电竞赛事和电竞产业的认可度。”前
WCG世界亚军、重庆知名电竞人郭斌建议。

“电竞的风口，并非一直有风，唯有抢先完成布局者，才有可能抓住机遇，抓住年
轻人的心。”重庆火拳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路表示，相信随着电竞职业学
校的开设、电竞专业场馆的增多，重庆的电竞产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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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三届WESG世界电子
竞技运动会全球总决赛小组赛开赛现场。

记者 齐岚森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好人
在身边，好人在眼前，感动你我他，甘
露润心田。3 月 7 日晚，“好人在身
边”微访谈市级示范活动在巫溪县举
行，这些好人中有驻村第一书记，有
致富带头人，也有帮扶集团团队，他
们的事迹让重庆这座城市充满了爱
的暖流。

当晚7时，巫溪县影剧院座无虚
席，舞蹈《丰收乐》拉开了“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的帷幕。紧接着，巫溪好人姚秀
晏等10人及两个团体陆续登上舞台分
享了他们的故事。

姚秀晏是巫溪县花台乡八龙村

1社群众。“80后”的她，用一双长满老
茧的双手、一颗坚毅的心和一个娇小的
身躯，无怨无悔地支撑着一个五口之家
8年多时间。

“母亲离世，丈夫双目失明，父亲上
了岁数，孩子们还小，只有我能担起照
顾家庭的重任。”姚秀晏说，自己每天就
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但从未想过要放
弃，因为坚强和乐观足以战胜生活的苦
难。

“这才是真正的身边好人，他们的
事迹太了不起了！”一个个动人故事让
台下观众感动不已，特地前来观看微访
谈的市民邱德才说。

“好人在身边”微访谈
市级示范活动走进巫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