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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贫困家庭孩子掌握知识、改变
命运、造福家庭，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
准扶贫。为此，长寿区优先保障教育投
入，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投入，着力振
兴乡村教育发展。

一方面，大力实施“城乡学校手牵
手计划”，每一所优质城区学校帮扶一
所农村薄弱学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另
一方面，加大教育保障力度，健全以财

政拨款为主，财、税、费等多渠道筹措教
育经费的教育投入机制。

2018 年，长寿区教育投入 11.32
亿，其中乡村教育投入5.77 亿元，占
51%。为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学，
长寿区还采取差异化拨款的方式，对
不足100人的村点校，每年增加公用
经费补助3万元；学生人数100人至
200人的学校，每年增加公用经费补
助1.5 万元；每年区财政再预算安排
100万元，用于向边远薄弱及小规模
学校倾斜。

这些投入具体用在了什么地
方？“首先是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尤其
是加大对农村薄弱中小学的建设。”
长寿区教委计财科负责人介绍，自
2014年开始，该区全面启动为期5年
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薄工程”，
改善农村学校生活卫生设施、就餐条
件、寄宿制生活设施等，弥补贫困地区
校舍、教学设备不足等硬件短板。同
时，努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完善学校功
能室配置，着力实现班班通、教育网络

全覆盖。
近日，长寿中学、实验中学的13名

贫困学子，收到渝禾庄火锅店送来的爱
心助学款。从今年开始，该店将连续5
年定向捐助两所学校品学兼优、家庭困
难学生。

社会爱心捐助只是长寿区教育扶
贫的一个小小缩影。近年来，长寿区着
力实施从幼儿、义务教育、中职和普通
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民生工程，
逐步建立起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的全覆盖、动态化学生资助帮扶体系，
积极落实各项教育惠民措施，让家庭困
难学子实现学业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
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幼儿教育阶段，凡就读长寿区公
办、民办幼儿园，年满3—6岁的家庭经
济困难儿童，在入园时免收保教保育费
和生活费。

义务教育阶段，全面落实“两免一
补”，增加中小学特别困难家庭学生生
活费补助项目。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
阶段，实施“学费资助”“住宿费资助”

“国家助学金资助”，符合条件的贫困在
校生可享受生活费定额资助，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学生免书费。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农村高中免收
学费，对葛兰中学、双龙中学、龙溪中学
3所农村高中学校就读学生减免学费；
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农村建档立
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设立

“特困学生生活费补助”，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学生免书费。

高等教育阶段，实施困难新生入学
资助、泛海助学行动、生源地助学贷款
等多个项目，设立渝联商贸助学基金，
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城乡低保
家庭高校学生帮扶。

据统计，长寿区已资助建档立卡贫
困户学生达 16159 人次，资助金额
1330万元。重点关注学前教育及中职
教育贫困学生群体，资助学前教育贫困
学生800人次，资助金额62.93万元；
资助中职教育贫困学生1897人次，资
助金额155.99万元。

（长寿区融媒体中心 张娟）

长寿区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着力振兴乡村教育发展

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实现全覆盖
长寿区不断加大

教育扶贫投入力度和
覆盖面，构建完善了
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
育全覆盖的学生资助
体系，不让一个孩子
因贫辍学。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收藏了
1000多件绘画、雕塑艺术品。如果有
机会的话，我想开家私人博物馆，向公
众免费开放。”5月17日，在黄桷坪青
宏书店，在淘画册的重庆铁路分局重庆
车辆段铁路工人龙怀宇对笔者说。

一个整天跟铁轨打交道的人，怎么
想起搞艺术收藏？龙怀宇的答案是：机
缘巧合。

1981年从成都铁路学校毕业后，
龙怀宇被分配到铁路上工作，单位就在
黄桷坪川美校区附近。一次逛书店，他
读到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被书中的内
容吸引，便将这本书买了下来。这让他
对美术乃至艺术，多了一份渴求。有时
逛书店遇到川美教授，龙怀宇便会特地
跟对方聊会儿天。

2000年的一天，龙怀宇在一家画
廊看中了油画《江南水乡》，几番讨价还
价，800元成交。这是他的第一件藏品。

“800元是我当时好几个月的工
资！”龙怀宇回忆起来，仍觉得自己当年
有些疯狂。

“看到好作品，就像小孩子看到心爱

的玩具，有时会不计成本。”龙怀宇平时省
吃俭用，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美术书籍与
画册，前前后后投入资金超过40万元。

龙怀宇还对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的
艺术作品成系统地进行收藏。藏品不
仅有青年学子的习作，也有名家大师的
佳作，艺术门类包括书法、油画、水粉、
水彩、素描、版画、漆画、雕塑等。

有时他也会反思，不顾自身经济条
件，盲目地收集到底好不好？几经取
舍，龙怀宇的收藏有了重点和主攻方
向，就是油画和某个画家的系列作品。

所有藏品中，最宝贝的是一幅油
画，那是一位川美教授为龙怀宇和他妻
子所作。妻子今年离世，龙怀宇说，看
见这幅画，就想起和妻子一起走过的日
子，他要永远收藏好这幅画。
（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 邬姜 罗润垚）

九龙坡 铁路工人收藏1000多件艺术品
希望开家私人博物馆免费开放

“现在，金线村有375户1035人，
跟我们4名医生签订了家庭医生服务
内容。”刘兵是巫山县两坪乡金线村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的一员，最近，他
都在忙着跟村民签约、续约。

55岁的金线村村民牛贤梅，患有
类风湿关节炎，行走不方便。以前发病
时，她只能去30公里外的县城医院治
疗。自从2017年签约了家庭医生后，
一个电话就有医生上门。“国家的这项
政策，真让我们很感激。”牛贤梅一边跟
刘兵续约，一边说，“医生上门不仅能看
病，还能送药，平时一点小病小痛再也
不需要去县医院了。”

实施家庭医生直接服务村民，是巫
山县实施基本医疗有保障的工作举措
之一。据巫山县卫健委主任刘松涛介
绍，巫山县因病致贫6803户23364人，
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7.05%。近年来，
他们紧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总要求，
全力实施精准扶贫医疗救助，积极探索
开展医疗救助工作，保障贫困人口享有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努力防止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

县里全面实施医疗“五重保障”“先
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将建卡
贫困户救治病种由直接影响劳动力的
可治愈、可好转的五大类疾病调整为各
类疾病；做好大病集中救治、慢病签约
服务管理、重病兜底保障。将患有符合
国家规定的26种大病的农村五保户、
低保户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建立救治台
账，精准到人、精准到病、做到应治尽治。

截至5月8日，巫山县已累计救助
贫困患者26838人次，县域内治疗比率
达99.8%；组织县级专家到乡镇开展特
病卡集中鉴定，为4180人建卡贫困对
象办理了特病卡；每年还免费开展农村
妇女“两癌”筛查1.6万人，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2500人。

巫山县还组建了132个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团队，签约服务15.4万人次，
建卡贫困户签约服务率100%。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 卢先庆）

巫山：建卡贫困户有了家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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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怀宇和他的部分藏品。 王茂松 摄

健康人生路 东华来呵护

透视重庆东华医院的护理品牌战略透视重庆东华医院的护理品牌战略

听取患者对优质护理服务的建议

护士从“小”到“大”
服务理念植根医院发展每一步

5月22日，沙坪坝石井坡，暖阳拂面。
熙来攘往的人群，带着愉悦与装备，行走

在“网红地”——东华路打卡，他们时而驻足，
时而举杆摆拍，时而欢声笑语，时而追逐打闹
……幸福溢满这座原本沉寂而困惑的土地。

与之相连的是，重庆东华医院的护士们
同样传递着会心的微笑，把时间留给患者，把
服务渗透护理的每一处肌理。

38岁居民李洪军（化名）因患胆总管结
石伴梗阻性黄疸入院，并身患残疾。负责照
料的普外科责任护士李雪说：“我每天都会定
时给他翻身，预防压疮发生……其实，这仅仅
是我们工作的分内之事。在我们东华医院，
任何一名护理人员都会这么做。”

李洪军的舅舅说：“护士对我们是无微不
至地照顾，为外侄儿翻身擦身子，非常细心，
还经常和我们谈心，询问我们的需求，像我们
在家里一样，非常感动也很温暖。”

感到温暖的不仅有本地患者，外地游客
遇到意外受伤骨折，也让她竖起大拇指。

4月26日，大连游客李心意在白公馆游
玩时意外骨折，原本也是医生的她拟准

备前往附近“三甲”医院救治。
但感知温情的问候、细心的关

照，院长亲临关怀，副院长亲自动刀，护理部
精心照顾后，68岁的李心意决定就在东华医
院救治。康复后，她连声道谢，竖起大拇指点
赞。

细微之处的温暖撒满医院的角落。在东
华医院外科门诊墙上，挂着“优质护理服务
箱”，里面提供针线、剪刀、吹风……等等各种

“小家当”。行动不便的病人也享受提供的轮
椅、平车等服务。

“我们每个科室都配有服务箱，方便患者
及家属用取。”东华医院护理部主任李静说，
从院长到护士乃至保安，服务意识早已深入
肌理。

精心的付出，也收获了诸多感动和感
怀。从事30年护理工作的李静说，以前很多
叫她们“小护士”乃至“服务员”，现在已发生
根本变化，“小护士”也从简单的发药拔针时
的随叫随到、铺叠床单被褥时的一丝不苟、挂
在脸上的微笑服务，向专业化、精细化，为患
者解除痛苦、抚慰心灵、助力快速康复的“大
服务”转变。

医院从“上”到“下”
优质护理提升医院整体竞争力

优质护理的“根深蒂固”，也让东华医院
赢得社会的认同，竞争力如影随形。

“目前，东华医院有口碑、有品牌，也得到
社会认同。”詹正洁说，东华医院的发展大致
经历了三个阶段：平稳过渡成功调整、基础设
施建设铺垫发展和提档升级、规范化发展。
特别是近10年的发展，离不开护理品牌战略

的推进落实。
2005年，重庆特钢医院改制，创立了

重庆东华医院，踏上一条国有、民营结合
发展的新路。

经过硬件设施的投入和常年服务的
积淀，东华医院进入稳步发展的 2010
年。
当年，东华医院获得重庆市护理大赛团

体银奖，提出打造护理品牌，从上至下贯穿优
质护理服务理念，“以人为本品牌经营”得到
临床实践。

2011年，打造护理品牌列入年度责任目
标；

2012年，开启树立沙坪坝区护理品牌实
践活动；

2013年，提档升级创建“二甲”医院为主
线，深度推进落实护理品牌战略，医院召开推
进打造护理品牌大会，动员全院推动实现创
品牌目标，打造护理品牌由此进入共识、理
念、目标、体系并行的新阶段；

2014年，获得全国改革创新企业医院、
全国优秀民营医院；

2018年，东华医院成功创建“二甲”综合
医院，也是重庆首个获得“二甲”医院殊荣的
民营医院。

品牌从“内”到“外”
优质护理推动服务的临床实践

在重庆东华人眼中，品牌战略由“内”到
“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摘掉“内部医
院”的帽子向大众化综合医院转变；二是内部
精细化深耕，向外部品牌塑造有质的提升。

近年来，医院就医环境不断改善，正朝着
创建美丽医院的目标努力。

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正稳步推进。近
10年来，共有9个护理单元开展了“优质护理
服务示范病房”，覆盖率达到90%。从护理人
员的思想转变到排班模式的改革，从实施绩
效考核到发挥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从实施新
举措到突出专科特色护理，无一不体现出全
体护理人员扎实工作、夯实基础护理，打造了
一支保障病员安全，让病人舒适、满意的护理
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医院确定以“病人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深度了解患者心理，掌握患
者动态需求，提供个性服务，让病人及家属感
到方方面面被关心、时时刻刻被重视。

与此同时，改变护理工作模式，机制保障
是关键。“实行责任分组护理工作落实到
人。科室对护士进行分层管理，体现能
级对应。”重庆东华医院副院长杨军
说，依据护士工作能力、工作态度、
理论与技术水平、沟通能力对护

士进行分级,安排分管不同轻重病情的患者，
保证患者安全。不仅如此，实行护理组长负
责制,开展住院病人满意度调查，提高病人满
意度至95%以上。

上述一切都是需要提升护理人员素质
来改变。东华医院是怎么做的？李静说，
强化“三基三严”训练，提高业务水平。每
月组织护士学习理论知识和操作培训，从
基础理论、业务、技术培训、院内院外进
修等方面提高业务素质。健康教育个
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满足病员的健
康知识需求。比如，出院后定期做好
随访工作，健康知识进社区、学校
等。

詹正洁说，未来东华医院
将深入推进落实护理品牌战
略，真正让患者满意、有获
得感，努力创建具有品
牌口碑、社会认同、政
府放心的现代化医
院。

邓嘉桂 图
片由重庆东华
医院提供

东华医院的护士们

医院召开推进打造护理品牌大会
十年、护理、品牌、战略。
4个看似不相干的词汇，勾勒出重庆东

华医院10多年发展的内在逻辑，凝聚着医
院决策者见微知著的“大智慧”：护理工作
从传统护理模式向打造护理品牌转型；医
院从持续规范提档升级到重庆首家“二甲”
民营综合医院的跨越；品牌从“知晓”到“认
同”的质的飞跃……

探索中前行，前行中创新。
触摸东华医院的足迹，她的成长——

每一步汗水与心血相伴，每一次困境与逆
境中突围，每一段战术与战略的革新，都演
绎了不一样的东华思维，更是用“临床”实
践诠释了南丁格尔精神的民营样本。

用重庆东华医院院长詹正洁的话说，
他们仅仅是践行医院“健康人生路，东华来
呵护”的服务理念。

近日，市民刘女士携一帮亲朋好友
来到黎家沟生态园露营。黎家沟生态
园位于南城街道岳阳村，总面积1000
余亩，其中黎家沟水库水面400余亩，
水库周边土地600余亩。经过多年精
心打造，如今的黎家沟水库水体干净清
澈；库边修建了步道、亲水平台，栽植了
景观花卉林木；周边的山坡地头种植了
桃、李、梨、猕猴桃、柿子等优质果树。

“白天采摘、垂钓、烧烤，晚上躺在
帐篷里，将璀璨银河揽在怀中，人生有
这样说走就走的旅行足矣！”刘女士说。

无独有偶，铜梁市民叶女士也热衷
露营出游，即使冬天也照例出行，每次
总带着帐篷和小桌凳、灶具茶具。

“露营，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能够把
旅游和居家结合起来，更为重要的是，
避免了旅游旺季扎堆出行。”叶女士告
诉记者，露营能够最大程度地放松心
情，众人会全力以赴地搭建好临时的

“家”，一同烹饪食物，户外美食让人“胃
口大开”，孩子们则能从中获得不少户
外生存技能。

“近年来，铜梁乡村的环境越来越
好，我们基本上每个周末或者节假日都
会到各个景区去露营。”叶女士说。

说起露营基地，叶女士首先想到的
就是安居黄家坝湿地公园。黄家坝湿
地公园自然风光秀美，琼、涪两江流经
安居境内，两江相汇形成了“两江六岸”
独特的自然风光，水中野鸭嬉戏，空中
白鹭成行，冲击而成的黄家坝湿地公园
拥有上千亩芦苇和草坪，是休闲度假的
露营胜地。近年来吸引了不少区内外
市民前往。

除安居黄家坝外，铜梁适合露营的
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侣俸寂寞湖。寂寞
湖湖水清澈，湖边景色秀美，适合野炊、
露营；漫步湖边观光步道亦清肺，亦健
身，实为游山玩水的绝佳去处！

资深户外活动者郭先生建议，对于
想进行露营体验的市民而言，露营基地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提醒露营一定要
将产生的垃圾带走，不能破坏树木，用
火更要小心，防止发生火灾。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郝好）

铜梁：乡村露营越来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