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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重庆日
报记者从重庆市护理先进事迹报告会
暨纪念“5·12”国际护士节大会上获悉，
截至2018年底，重庆注册护士总数为
95104人，虽然数量增长很快，但仍存
在缺口。另外，随着我市医疗事业的不
断发展，男护士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从
不被接受到逐渐成为“香饽饽”。

护士缺口将逐渐缩小

市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目前，
全市建立了34个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共培养专科护士13624人。各级医院
专科护士配备比大幅度提升，专科护士
占比达14.3%。根据《重庆市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规划（2015-2020 年）》，到
2020年，全市每千名常住人口卫生人
员要达到9.65人，每千名常住人口注册
护士数将达到3.21人。同时，按照医院
级别与功能任务的需要确定床位与人员
配比，到2020年，医护比将达到1∶1.25，
二级及以上医院床护比不低于1∶0.6。

你所不了解的护士工作

“护士的工作强度很大，是普通人
难以想象的。”重庆市护理学会会长、重
医附一院护理部主任赵庆华说，护士的
工作十分重要，因为护士不仅是在医院
里面对病人时间最久的人群，还要利用
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围绕诊断发现病
人现有和潜在影响健康的问题，做好健
康前哨，协助医生进行有效诊治。“从很

大程度上讲，患者就医体验的改善也与
护理息息相关。”

“别小看护士的工作，护理和手术
同样重要，以ICU为例，要是护士在吸
痰时一个不小心，也可能导致病人死
亡。”赵庆华说。

男护士越来越受欢迎

一说到护士，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
是女性，一般认为女护士会比较细心。
事实上，男护士有许多女护士不及的优
势，数量也逐渐增多，并逐渐成为各大医
院里独特的“风景线”。仅以陆军军医大
学新桥医院为例，其男护士就有111名。

“快，又来了一名患者！”5月12日
12时40分，才端起饭盒扒了两口饭的璧
山区人民医院护士陈飞听到这话后，立
马放下饭盒，一溜烟跑进重症监护室。

病房里十几张病床依次摆放着，除
了仪器滴答的声音，来来往往最忙的就

是陈飞他们几名护士了。从早上接班开
始，仅4个多小时，陈飞在重症监护室里
四处奔走，其步数已经超过了1.5万步。

拿出仪器给患者吸痰、抽血、配药、
挂点滴……这些琐碎的内容几乎每个
小时都在重复。每半个小时，陈飞还会
记录一下病人的变化，随时观察监护
仪。“因为患者的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
化，工作时容不得一点马虎，精神一直
处于高度紧张状态。”33岁的陈飞已经
在重症监护室干了14年，但往往一天
工作下来，仍感觉整个人好像被掏空。

由于患者家属不能在身边照顾病
人，陈飞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就特别
多，比如给病人翻身，这需要护士有力
气，这时就体现出男护士的优势。记者
看到，陈飞和另一名男护士配合，很轻
松地就将一名重达160多斤的男性患
者翻过身来。

谈起陈飞他们几名男护士，新桥医

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刘梅很是夸奖：
“护士是非常辛苦的职业，相对女护士
来说，男护士不仅体力好，思维也更敏
捷，应急、动手能力也更强，越来越受到
患者的欢迎。”

男护士曾被患者拒绝为其穿刺

不过，男护士也有委屈的时候。陈
飞回忆，自己刚走上护士岗位时，也曾
遇到过患者的质疑。

2005年底，陈飞刚当上护士不久
就曾遭遇过病人的拒绝。“当时，是给一
位女性患者输液，没想到她直接叫来了
护士长，责问护士长为什么要叫一个男
人来输液。”

碰巧的是，因为这名患者的血管条
件太差，随后的一名女护士并未穿刺成
功。这时，陈飞再次走上前去说服患
者：“请相信我。”结果他一次性穿刺成
功。患者不仅向陈飞道了歉，并为他竖
起了赞许的大拇指。

“其实，男护士在护理工作中能发
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急救方面。比如
遇到体形较大的急诊患者，男护士更容
易搬动或搀扶；面对车祸、坠楼等比较
危险的事故时，男护士处理起来更沉
着、冷静，有他们在，我们工作轻松许
多。”新桥医院护理部负责人说。

不仅是在新桥医院，在重医附属儿
童医院、重医附一院、重医附二院等都
有不少男护士。“我们这里工龄最长的
男护士已有20多年了。”新桥医院护理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几年该院的男护
士数量也逐渐增多，多集中在重症监护
室、急诊、手术室等科室。

体力好、思维敏捷、遇事沉着、动手能力强——

男护士，逐渐变成“香饽饽”
本报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韩毅）5月 12日
是第11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重
庆市公共场所首批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安装启用仪式暨2019年防灾减
灾宣传活动在江北国际机场T3A航站
楼举行，这也标志着我市公共场所首批
自动体外除颤仪正式启用。

经统计，心跳骤停患者的黄金急救
时间在4分钟内，最有效的急救方法是
电击除颤和徒手心肺复苏。

自动体外除颤仪是心脏骤停患者的
自动体外除颤的急救设施。对于需要除
颤的患者，施救者只需简单3步即可完
成：按下电源键开机、贴好电极片（等待
自动检测）、按下除颤键，操作简单，被称
为“傻瓜”除颤仪，又被誉为“救命神器”。

今年市卫生健康委首批采购自动体
外除颤仪及训练机共60套，安装在人流
密集的公共场所，包括江北国际机场、菜
园坝火车站、重庆北站、重庆西站、轨道
交换站、解放碑商圈、观音桥商圈、杨家
坪商圈、南坪商圈等地，采取先行试点，
逐渐推广的模式，逐步提高我市公共场
所自动体外除颤仪的覆盖率。

遭遇心跳骤停别慌
这里有“救命神器”

公共场所安装首批
自动体外除颤仪

关 注 国 际 护 士 节

5月12日上午九点零九分，彭水苗
族土家族自治县蚩尤九黎城景区内，
万名苗家儿女着盛装出席蚩尤祭祀大
典，并以民族歌舞共庆苗族传统节日

踩花山节，拉开了2019·第八届中国乌
江苗族踩花山节暨中国·彭水水上运
动大赛的帷幕。“一节一赛”共计2大类
19大项30个子活动，活动将持续至今

年年底。
图为第九届中国摩托艇联赛“太

极水杯”重庆彭水大奖赛暨中美澳艺
术滑水精英赛也在彭水县城水域上激
情开赛。

记者 栗园园 通讯员 赵勇
摄影报道

2019年彭水“一节一赛”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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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能出彩 个个都精彩
渝北区两江小学炫彩教育打造高品质学校

渝北区两江小学坚持“夯实基
础，规范起步；围绕中心，深化改革；
突出特色，树立品牌”的发展思路，
勾勒出“多彩两江，勇立潮头”的办
学愿景，围绕追求“让每一个孩子出
彩”的育人目标，大力实施素质教
育，先后荣获科技、音乐、舞蹈、体育
等各级奖励88项次，用高品质的教
育托起了孩子的美好明天。

立足专业发展
把教师炫彩成学生领路人

去年8月18日至20日，两江小
学举行了又一轮新教师培训会。37
名新教师围绕师德师风、教学六认
真、班主任工作以及学科教学等进
行研修。通过举行“炫彩杯”青年教
师成长课大赛等方式，砥砺青年教
师快速成长。

“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学校教
育教学水平的核心，加强对教师培
养，对他们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两江小学校长付启萍说。为
此，学校采取自主研修、校本教研、
外出培训等形式，组织老师们每周
训练钢笔字、粉笔字、朗诵，不断夯
实教学基本功；定期开展校本教研

活动，研读课标，讨论教学重难点，
提升教研能力；组织培训STEAM
教育等前瞻性教育理论，促进教师
专业成长。

如今，两江小学的老师们正品
尝着事业的获得感、成就感与幸福
感，他们在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等
学科赛课和班主任基本功大赛、校
医专项技能大赛中斩获市区级一等
奖。

构建校本课程
把课堂炫彩成学生生长的原野

有趣生动的音乐剧演出、活泼
灵动的舞蹈表演、独具魅力的时尚
走秀……去年12月26日至28日，
两江小学校举行了第四届“缤纷艺
术节”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
展演，1000余名学生、100余名家长
和老师参与了班级节目表演。

“缤纷艺术节”是两江小学的
“炫彩”特色课程。“炫彩”特色课程
还包括灵动体育节、创意科技节、书
香阅读节、快乐亲子节活动，涵盖艺
术、体育、科技、阅读、亲子项目特色
课，旨在为孩子们搭建全面发展的
平台，让每一个孩子受到艺术熏陶，

释放运动活力，树立科创精神，养成

阅读习惯，感受美好生活，成为出彩

的两江少年。3年多来，两江少年在

艺术、体育、科技、学科竞赛等方面

获得各级奖励450余人次。

为了“炫彩少年”发展核心素

养，两江小学构建基础课程让学生

达到合格公民的基本素质和基础学

力；构建拓展课程促进学生成为最

好的自己，构建特色课程为培养创
新人才提供课程资源。

课程改革永远在路上，两江小
学聚焦“炫彩少年”素养，积极寻找
核心素养在学校发展、学生成长中
落地的力量，为校本课程建设注入
了丰富内涵。

打造创客中心
把学校炫彩成少年的乐园

在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新征程中，教育要担负新使命、

满足新期待，把新时代教育的新蓝
图变为现实。

两江小学按“4+2”（“4”即影艺
梦工场、智能空间、制造工厂、科学
探密4个空间；“2”即展览区、创客书
吧2个展示区）的方式，打造创客教
育中心，以造物的形式，通过空间的
综合布局，创新的应用学科知识，促
进师生产生跨界、跨学科的学习与
创造。

两江小学以创客教育中心为支
撑，以创意创新为核心素养，构筑未
来学校的理想愿景：以灵活、智慧、
可重组为理念，再造学习空间；以主
动、深度、无边界为理念，变革学习
方式；以个性、联结、跨学科为理念，
重构课程体系；以开放、民主、扁平
化为理念，转型组织管理，从而把学
校建设成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一流学校。

保障教育民生
把服务炫彩到学生家长心坎

教育不仅关乎国家发展大计，
更关乎百姓的切身利益，是关系到
千家万户的事业，是涉及面最广、影
响最大的“民生”。

在两江小学，每周一、三、五的
课后服务活动，由各班开展语文、数
学、英语学科作业辅导；每周二、四
的课后服务活动，则根据学生兴趣
爱好开设合唱、舞蹈、足球、篮球、国
画、剪纸、书法等30余个兴趣小组，
促进特长发展。

两江小学坚持“规范管理、培优
补差、专业师资、品牌打造”原则，在
课后服务中做到培优辅差与发展学
生个性特长相结合、兴趣小组与学
校社团活动相结合、提高质量和有
效减轻家长辅导负担相结合三个结
合，将课后服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

“课后服务的开展，不仅让孩子
能在校完成作业，实现了全面而个
性的发展，还帮助很多学生家长解
决接送不便的烦恼。”付启萍说。

两江小学认真落实好对不能到
校随班就读的特殊学生的送教上门
服务，积极开展对少数能够随班就
读的特殊学生的关爱行动，切实将
教育民生实事做到了学生和家长的
心坎上。

谭茭 万芮杉 张骞月
图片由两江小学提供

两江小学的灵动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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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晚，“声音的力量”名家
名篇朗诵会在国泰艺术中心精彩上
演，濮存昕、达式常、李立宏等8位艺
术家为山城观众带来了《野草题辞》
《生存还是毁灭》《怀念挑战者号宇航
员》等经典篇目。8位艺术家极具感
染力的朗诵让观众享受了声音的魅
力，现场掌声不断。

朗诵者、演员如何与观众共情？
家长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朗诵能力？
濮存昕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的专访。

濮存昕表示，一名演员在舞台上
要考虑的不是要演什么，更不是以一
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向观众炫技。演员
只是先于观众接触剧本，通过自己的
理解将剧本中的内容展现给观众，邀
请他们来看我们的表达是否准确。

“戏剧是与观众共同成长。这句
话是北京人艺剧院的老前辈经常教导
我们的。在正式演出之前，我们会先
作为观众看排练效果，将自己置身于
观众的角度审视我们的表演。让观众
能够看得懂我们的表演，这样才能产
生共情。”濮存昕说。

对于如何培养孩子语言能力的问
题，濮存昕表示，很多家长希望将自己
的孩子培养成著名主持人，这样的想
法有些操之过急。小孩子最先做的应
该是把普通话说清楚，能够字正腔圆，
把汉语里的四声发音到位。同时也要
多朗诵，多接触经典文学作品。

“我学历不高，只有小学六年级，
但现在很多人说我是一个比较能说会
道的人，我觉得这与我当年背台词有
很大关系。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哈姆
雷特》，后来成为一名话剧演员，能够
接触到剧本，我就去抄剧本、背台词。”
濮存昕说，通过背台词、接触名篇佳
作，让他出口说话能够引用一些名言
佳句，写作的时候也能够引经据典。
孩子们如果能够从小热爱朗诵，那么
孩子对文字就会有亲切感，不论之后
从事什么职业对于语言的理解力和表
达能力也会优于常人。

表演艺术家濮存昕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朗诵可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本报记者 王丽

濮存昕 （重庆演出公司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崔曜）5月6日，
重庆日报记者在重庆市永川区至四川
省泸州市泸县高速公路施工现场（以
下简称永泸高速）看到，道路土建的主
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下一步将进行
路面施工。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
采取钢筋构件、水泥搅拌等标准化作
业，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也降低了事
故风险。预计到2020年，永泸高速公
路将建成投用。

据了解，永泸高速是重庆高速公
路网的重要项目，起于永川区王家堰
三环高速公路，止于四川省泸州市泸

县，与永泸高速四川段相接，并将实现
与重庆三环高速和九永高速的互联互
通。路线总长 20.905 公里，总投资
23.08亿元。

目前，重庆至泸州有两条高速路
可选：一是走成渝高速至隆纳高速；二
是成渝环线渝泸段。永泸高速建成
后，将成为重庆主城至四川泸州最便
捷的通道，行车时间节约一半以上。
此外，永泸高速将进一步向宜宾延伸，
连接宜宾至昭通高速公路，形成重庆
经永川、泸州、宜宾至昆明的第二高速
通道。

永泸高速主体工程完成
建成后重庆主城至泸州将省一半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