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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李 珩）5 月 7
日，由重庆日报、上游新闻、健康人报
主办的“追随南丁格尔的足迹”——
5.12 国际护士节公益访谈座谈会暨

“重庆首届（2019）优质护理服务范例
奖 20强单位”媒体寻找与展示活动
正式启动，将通过一个月时间，集中
寻找具有典型意义、有温情的优质护
理服务范例，全方位显示我市的优质
护理服务。

据了解，截至2018年底，重庆注
册护士总数为95104人，每千人口护
士数为3.07。其中，研究生学历占比
达到0.22%，大专以上学历占70.19%，
护士队伍学历结构已从中专为主转向
大专以上为主，护士队伍整体素质大
幅提高。

据悉，我市还有三位南丁格尔奖章
获奖者，她们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西南
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副主任鲜继淑，

西南医院传染科护士长游建平，重医附
一院护理部主任赵庆华。

“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士
在病人治疗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当天的座谈会上，市护理学会副
会长任辉说，护士也是医患关系中重要
沟通桥梁。2010年，全市开始推行“优
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从“以疾病
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转变，关注
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截至2017
年底，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已实现优质护
理服务全覆盖，护理服务更加注重人文
关怀，更加关注患者诉求。

同时，优质护理内涵也在不断提
升，由全面履行护理职责转变为注重患
者体验。如重医附一院的“五心”护理
品牌，重医附二院全人、全程、全心的

“三全”护理，重医附属儿童医院的
“3H1C”（即“母亲的心、科学的脑、灵
巧的手”）的服务承诺。

全市护士大专以上学历占70.19%，整体素质大幅提高

我市将寻找优质护理服务范例

近年来，电信诈骗逐渐成为社会
“毒瘤”。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了
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公安机关破获
电信诈骗案件近 8000 起，同比上升
123.5%；止付3400余万元，同比上升
185.8%；冻结7200余万元，同比上升
17.7%。

为此，警方梳理了5类最常见的电
信诈骗手段，提醒广大市民提高警惕。

贷款诈骗

4月16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
永川、铜梁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了一个
以办理网贷名义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该犯罪团伙在网上开办了一个虚
假贷款平台，由业务员联系征信记录不
良人员，利用他们急于用钱的心理，用
虚假的大额贷款额度引诱受害人缴纳
298元会员费注册平台会员。

当受害人注册会员时，犯罪分子则
以需要截图证明为由设置操作门槛。
受害人一点截图就自动退回主页面，要

么就此放弃，白缴298元，要么为了得
到缴款截图，不停点进去缴款。

随后，犯罪分子会要求受害人缴纳
贷款金额总数20%的手续费，并诱导
受害人缴纳更多服务费升级自己的“信
用”等。

民警提醒：请选择正规资质的贷款
机构申请贷款。凡是需要提前收取保
证金、会员费的都可能是骗局。

购物诈骗

今年1月，合川市民李先生询问了
一家卖摩托车的电商，并通过微信转了
100元定金。

次日，对方发回一个写着他地址的
物流货单。李先生认为对方已经发货，
便将剩余2500元货款通过微信转给了
对方。第三天，李先生收到一条来自

“快递员”的短信，他称因重庆在严查外
地车辆，需要李先生提供重庆的摩托车
驾驶证才能入城。

李先生致电卖家，卖家肯定了快递
员的说法并表示可以只要交纳制证费
和代办费共1680元就可以代办摩托车
驾驶证。李先生又照办了。

而后，李先生查询了物流单号，发
现货单居然是伪造时意识到被骗。

民警提醒：网上购物要选择正规网

站及信誉度较高的店家，不要轻易进行
没有第三方平台或担保的线上交易。

刷网评信誉诈骗

3月19日15时许，沙坪坝一高校
学生小罗（化名）上网找兼职时，搜寻并
添加了一个名为“金牌客服小杨”的
QQ。对方要求小罗在一购物网站上
刷单。小罗按要求在该购物网站上购
买指定商品3次，对方如数返还小罗购
物款512元，并支付了60元报酬。

次日，对方又派了3单给小罗。小
罗付款后，对方称因超时需要小罗要再
刷3笔，小罗按要求先后刷去2万余
元，但对方称需要10个工作日之后才
能退款。一直等到约定期限而退款仍
无音信时，小罗才意识到被骗。

民警提醒：刷单行为本身不合规
定。这类犯罪分子通过发布兼职信息，
以各种借口诱骗被害人不断刷单，最后
并不按事先约定返还本金和报酬。

办理银行卡业务诈骗

3月30日14时许，家住南岸的霍
先生在网上看到一个办理信用卡的广
告。了解详情后，霍先生申请办理了
10万元额度的信用卡。

第二天，一工作人员打电话说，需

要霍先生提供房产证及收入证明资料，
并提示可以帮霍先生提供，但需要收
300元钱劳务费。

霍先生转账300元后，于第三天收
到了信用卡，但对方表示要收额度2%
的办卡费，才能激活卡片。霍先生又转
账2000元后，按提示扫描信用卡上的
二维码激活卡片，页面提示需要转账验
证偿还能力。霍先生又转账 10000
元，但卡片依然没有被激活。被告知还
要转账20000元再做两个月的流水才
能激活卡片后，霍先生意识到被骗。

民警提醒：请勿轻信网上办理银行
卡的广告。如有需求，请到银行网点或
登录银行官方网站在线申请。

盗取、冒用身份诈骗

1月31日晚，江北一公司职员王
先生收到一同事发来的微信，称有急用
要借钱。因平时关系好，王先生便转了
1300元过去。对方称不够，需要再借
5000元，王先生又转了5000元。次日
上班，王先生碰到同事本人，才知对方
的微信号被盗。

民警提醒：遇到亲朋好友、同事等
发来涉及金钱往来的信息，一要观察聊
天软件是否有异常提醒，二要打电话或
当面向对方确认核实。

警惕5类常见电信诈骗手段
本报记者 周松

用什么态度对待护理？护士该怎
么做才能得到患者的尊重与认同？5
月7日，在“追随南丁格尔的足迹”——
5.12国际护士节公益访谈座谈会上，来
自全市20多家医院的护士长讲述了她
们的心声。

给非典疑似患者送拖鞋

讲述者：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护理部主任刘金玉

非典时期，医院成立了临时病
房，我正好是临时病房第一小组组
长。那天，救护车送来一名疑似非典
患者。

走出病房一看，一个大约20岁出
头的女孩，一脸慌张，脚上连拖鞋都没
穿。我赶紧折回去拿了一双拖鞋递给
女孩，女孩仿佛才回过神来……

非典期间，每天都会接触疑似非典
患者及非典患者，说不怕那是假的，不
过职责所在，必须上。尤其是面对一些
重症患者，那种被需要的感觉特别强，
这也是我们的职业荣誉感。

主动上门为患儿换药

讲述者：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
经外科护士长、副主任鲜继淑

那时，我还在骨科，遇到一个患小
儿麻痹的患儿，做了肢体延长术后，由
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就把孩子接
回了家。但孩子的伤口要定期换药，考
虑到孩子不方便，下班后，我就把医疗
用品收拾好到孩子家里去换药。我做
这些也不求回报，但病人却给我许多回
馈。这也让我意识到，在优质护理服务
中，如果投入了情感，什么事情都能做
得好。

还有一个孩子也让我印象深刻，他
父母早逝，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一次，他
不小心摔成股骨粉碎性骨折。看到孩子
奶奶为医药费四处奔走乞讨，我便照顾
起孩子。给他带饭、陪他聊天。孩子出
院后，我还经常邀请他来我家玩。慢慢
地，孩子感受到这份爱，叫我“鲜妈妈”，
我也很欣慰他能健康成长。后来我们
一直有联系，他结婚时还邀请我参加。

听听白衣天使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珩

真情铺满扶贫路
精准帮扶暖人心

5月初夏，连日来，重庆市卫健委
扶贫集团派驻到黔江区深度贫困镇金
溪镇长春村的“第一书记”田杰，汗流
浃背地奔走在大山间。在众多扶贫干
部中，田杰是出名的“背包哥”，背包、
护膝、胶鞋是他的“三件宝”，走访调
研、政策宣讲、推动项目落地等，是他
的工作日常。“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振奋人心，需要及时讲
给群众听，落实落地见成效。”田杰说。

近两年来，田杰走遍了全村485
户，推动发展蚕桑、羊肚菌产业2300
余亩，全村土地入股率达65.93%，土
地流转入股率达 82.1%，实现产值
100多万元。到2020年，力争产值突
破1000万元。田杰说，为了激发群众
的干事创业热情，也为了让扶贫工作
得到群众支持，长春村会定期或不定
期地开展宣讲活动，群众自己讲自己
的脱贫故事、增收故事，他也讲自己和
其他扶贫干部的扶贫故事，不断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推动物质和精神

“双脱贫”。
“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每一

次参加院坝会、宣讲会，听大家讲述
“我的扶贫故事”、“我的脱贫故事”、
“我的创业故事”，长春村的村民们都
激动不已，备受鼓舞。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
在黔江，有一大批忠诚干净担当的好
干部扎根基层、坚毅笃行，助力脱贫
攻坚，筑梦新时代。中塘乡兴泉社区

“第一书记”向林就是典型代表之
一。2019年3月，向林作为重庆市委
宣传部、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联合开展
的“榜样面对面”脱贫攻坚先进典型
市级宣讲团成员，深入全市18个深
度贫困乡镇进行宣讲，用自己真实、
鲜活的故事激励基层干部群众发扬

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件件扶贫故事、一场场深入宣

讲。黔江区组织了宣讲团，在全区对
向林等优秀扶贫干部的先进事迹进
行广泛宣传，帮扶干部“学榜样、做榜
样”热情高涨，讲述扶贫干部的点点
滴滴，传递他们浓厚的为民情怀，也
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创造新业绩、成就新作为，得到
了群众的真心认可。国家脱贫攻坚
第三方评估验收组现场检查群众认
可度达96.87%。

不等不靠不忘本
脱贫攻坚力争先

夏到农家，美在乡村。金溪镇清
水村已脱贫户田建的桑园地，群山环
抱，山霭缭绕，10 余名村民正在劳
作。

“80元一天，中午还管一顿饭。”
田建今年47岁，是村里的脱贫户、残
疾人，也是村里产业发展带头人。如
今，他在清水、山坳两个村拥有桑园
225亩，通过“桑+鸡”“、桑+椒”的模
式，发展山地立体农业，不仅让自己脱
贫致富，也带动村里50余人（三分之
一贫困户）就近务工，实现增收致富。

“我们一家全靠党的好政策，顺利
脱贫。”在邻近清水村的金溪社区，已
脱贫户杨胜雨在参加群众院坝会时，
会忍不住站在群众中间激动地讲述自
己的“脱贫故事”。

杨胜雨家曾因学致贫，2015年，
驻村工作队的扶贫干部多次到他家，
讲政策、送技术培训、修建沼气池等，
帮助他家发展了养牛产业，当年增收
顺利脱贫。如今，他家年收入50余万
元，还新建了鱼塘，每逢赶集日，光卖
鱼苗都能收入近500元。

“产业发展好了，致富信心也更
足，打算将养牛场发展成200头的规
模，带动更多群众增收。”对未来，杨胜

雨有梦想和规划，他希望能将自己家
的农业产业做大做强，帮助更多困难
群众脱贫致富。

“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
幸福就要奋斗”。无论是在“八七”扶
贫攻坚时期，还是在今日脱贫攻坚的
新时代，黔江人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涌现出一大批如田建、杨胜雨一样
的脱贫典型。

求真务实、苦干实干，真脱贫、脱
真贫。黔江区举全区之力一手抓深度
贫困脱贫攻坚，一手抓脱贫成果巩固
提升。2018年，全区全年新减贫732

户2692人，代表重庆市先后接受了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扶贫
办的督查并得到高度肯定，被国务院
扶贫办列入全国首批19个“贫困县摘
帽案例研究”样本区县之一（重庆唯
一）。

返乡创业富乡亲
广阔天地有作为

初夏，灰千梁子的万亩野生杜鹃
争相绽放。塞上邻鄂，松林村一组的

菊花基地一片葱郁。
这片梯土，记录着一个人——

“土家愚公”简旺超。他在责任地承
包前，带领村民改土；承包后，带领儿
孙改土，87 个乱石坑成了 22 块梯
土。如今，他的侄孙简义相，一位“一
天锄把都没摸过”的金融专业大学
生，在过去只种玉米、土豆的高海拔
山区种植杭白菊成功，传承着这股精
气神。

“我下决心用行动兴农扶贫，做
一个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
职业农民，带领村民一起致富增

收。”今年3月，简义相在黔江区实施
乡村振兴行动计划工作会议上发
言，他的每一句话语都感人肺腑、鼓
舞人心。

有梦想，在农村一样大有可为。
早在2018年5月，简义相就作为重庆
市“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报告团
的成员之一到全市各地作宣讲报告，
向大家讲述他扎根脱贫攻坚一线、在
乡村大有作为的故事：他用半年的时
间建了7间银耳房，花掉了积蓄，还找
姐姐借了10多万元；在自己种植成功
后，他请乡亲们跟着他一起干。2014
年，他又开始种植菊花，拿到了长期稳
定的订单，带着乡亲们一同致富，让他
们不仅有股份分红，还每个月有了固
定工资收入。

一代接着一代干。正是因为有
无数个“土家愚公”，以“宁愿苦干，
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在“八七”
扶贫攻坚中树起“北有临沂，南有黔
江”的旗帜，成就了“如果要写中国
扶贫工作的历史，一定少不了黔江”
的佳话。

在黔江这片山清水秀、风景如画
之地，每个人都满怀期待和梦想，迈出
新的步伐，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加速推
进乡村旅游等，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

截至目前，全区以实施“立体农业
行动”为突破口，建成示范基地5.08
万亩，实现产值5.8亿元，粮经比调整
为55：45，收购烟叶7.8万担，全年产
茧50340担，烟农、蚕农收入分别突破
1亿元，农业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同
时，新发展专业合作社112家，农业产
业覆盖90%以上贫困户，209个非城
市村（社区）实现“一村一品”、“一村多
品”。

刘茂娇 蓝倩
图片由黔江区委宣传部提供

黔江“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提振脱贫精气神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进入新时代，黔江区以我的扶贫故事、我的脱贫故事、我的创业

故事“三个故事”宣讲为抓手，接力传承“八七”扶贫攻坚时期创造的
享誉全国的“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以滚石上山、抓铁有
痕的韧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2017年成功脱贫摘帽。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发表重要讲话，为确保如期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激扬起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如期
脱贫、实现全面小康的精气神。从贫困走向小康，黔江人不忘初心，
不止步、不懈怠，持续固底板强后劲促提升，注重“志智双扶”，激发
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迈出了脱贫攻坚的新步伐。

长春村院坝宣讲会

刚刚过完“立夏”，5月7日凌晨，城
口县内海拔 2000 多米的黄安坝景区却
迎来了一场降雪。景区内的高山、树木、
屋顶、道路处处被白雪覆盖，绿色的草地
与雾凇冰挂形成了“最萌反差”，别有一
番景致。

近日，因北方冷空气南下，给重庆带
来了降温降雨。5月7日8时，全市各地
气温不足 17℃，主城渝北仅 13.5℃，城
口、酉阳跌破了 10℃。市气象台预计，
明后两天，主城仍将处于阴雨之中，最高
气温只有 23℃。大后天，阳光才会出
现，主城最高气温将升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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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城口迎来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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