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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周尤
杨铌紫）5月29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S2馆，65项充满中国特色和巴渝文化
的“巴渝工匠”绝技绝活正在展示。这
些具有时代文化内涵和当代审美意趣
的作品，在“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
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和重庆的历史文
化，向世界展示着大国匠心。

他把纸孔雀变活了

一把剪刀，一片薄纸，巧妙技法，
在周定州老人手上，不出一分钟，一幅
质朴、生动又精妙的“花样儿”便跃然
纸上。

作为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堰兴剪
纸大师，重庆市非遗传承人周定洲带
着他的作品前来参展。

“中国的剪纸大体上分为南、北两
大派。北方剪纸大多粗犷豪放，南方
剪纸则精巧秀丽。”周定洲介绍，堰兴
剪纸表现手法细腻，既剪也刻，线条粗
细结合，巧妙运用点、线、面和疏密变
化，有着浓烈的东方神韵与抒情风
味。也因此而成为大渡口区乃至重庆
市的一张文化名片，部分精品已被中
国三峡博物馆和中国剪纸精品博物馆
收藏。

彩色蜡光剪纸上，一幅花鸟图栩
栩如生。方形花边内，玫瑰、牡丹朵朵
争艳，正中两只孔雀开屏竞美。最令
人叫绝的是，孔雀近百根羽毛全有镂
空图案，根根分明，最粗处约1毫米，
远远看去，像云像雾，精美别致。

随着前来展台观摩堰兴剪纸的观
众越来越多，周定洲索性现场教学起
来，大家都争先学习。

记者了解到，为继承传统和发展
堰兴剪纸，早在2004年，大渡口区跃
进村街道就在社区设置了剪纸大师工
作室，邀请周定洲定期开课教学。学
习剪纸的有下岗职工、残疾人和在校

学生，每年有几万幅剪纸作品走向市
场，每幅作品价格从二三十元到近万
元不等。

3D立体糖画吸引眼球

糖画艺人刘贵兵一手熬糖一手拿
勺，忙碌异常。只见一缕糖丝飘过画
板，丝丝缕缕在似断非断间，花鸟鱼
虫，飞禽走兽，跃然板上。

为了参加今天的展示，刘贵兵一
大早便来做准备，上午10点不到，他
已经一刻不停地做了 30 多个糖画

了。“没想到啊，现在的小年轻们也
喜欢这糖画。”刘贵兵看着将他团团
围住的学生，抓住机会展示自己的
绝活——立体糖画。惟妙惟肖的自
行车、栩栩如生的金鱼、活灵活现的
宝塔，一件件立体糖画作品让观众
眼前一亮。“第一次见 3D立体的糖
画，太震撼了，原来糖画还蕴藏了这
么多技艺在其中。”前来参观的重庆
市机电技工学校的学生忍不住赞叹
道。

糖画，关键还在一个“画”字。刘
贵兵根据作画的手法总结出了四字口

诀：提、拉、收、放，“画线”在糖画艺人
的基本功，刘贵兵拉的糖丝比头发丝
还要细。

一对龙凤花烛重达40斤

在秀山龙凤花烛展区，一对对花
烛上缠绕着神态鲜活的龙和凤，色泽
富丽饱满，成为了展厅里一道独特的
风景。看着红红的蜡烛上，竟然盘旋
着龙凤，一位外国友人惊讶得长大了
嘴巴。

这些精美的龙凤花烛，都出自秀

山县梅江镇龙凤花烛世家陈建友之
手。

陈建友17岁跟着爷爷学做蜡烛，
继承家业。“蜡烛本身是不愁销路的，
主要是怎么‘变’，才能让人家喜欢。”

就这样，他了开始自己的“变革之
路”。包装、样式、颜色搭配……一系
列的整改果真让小店的生意好了起
来。

如今，陈建友在花烛缠绕龙凤的
传统制作基础上，把鱼、虾、各花草树
木等元素融入到花烛制作中，更依据
需要创设性地雕刻制作了寿星公花

烛、仙桃花烛、梅花花烛。所有花烛不
用铁丝支撑，不需纸片替代，从烛身到
盘旋而上的龙凤，再到点缀其中的花
纹，都只用蜡材完成。

他指着现场最大的一对龙凤花烛
说，这一对共计重达 40 斤，曾经以
6800元卖到过泰国。

目前，秀山县当地的几所学校都
开设了学习制作龙凤花烛的课程，邀
请陈建友给学生们讲解花烛的文化内
涵，教授制作方法。

宁河绣娘作品受追捧

“这个手机壳也太漂亮了，摸起来
很有质感，我买了两个，轮换着用。”在
巫溪宁河绣展区，精美的小物件成了
香饽饽，受到市民和外国友人青睐。
来逛展市民刘宁被巫溪宁河绣深深吸
引住了，除了手机壳，一旁的笔记本、
笔筒、团扇她也非常喜欢。

在展区一旁，一位身着汉服的绣
娘正在一丝不苟地绣自己的作品。

“太好看了，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绣
品。”来自陕西的牛媛媛是个刺绣爱
好者，第一次接触巫溪宁河绣的她在
现场被绣娘的技艺震惊了。”牛媛媛
说。

据巫溪宁河绣负责人唐丽娟介
绍，此次展出共带来了300件作品，
分为家居、装饰、办公、礼品四大类，
所有产品都跟生活息息相关，日常生
活也能用到，且比较小不占地方，顾
客购买后方便携带，摆在家里非常好
看。

唐丽娟还透露，本次展出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巫溪当地200余名贫困户
通过巫绣技艺，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因此参加此次活动，她也给巫溪展区
制定了“心有宁溪·爱有线索”的主题，
希望宁河绣娘通过手中的针线和技艺
摆脱贫困。

“巴渝工匠”绝技绝活 展示传承与匠心

▲5月28日，重庆国博中心，“一带一
路”国际技能大赛巴渝工匠展厅，模特们
向中外来宾展示夏布。

◀5月29日，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一
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巴渝工匠展厅，糖
画绘制过程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江北区中医院 优质护理中的“中医”逻辑
“感谢天使，是你们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始终战斗在救死扶伤的最前沿……”
在江北区中医院肺病科的展示墙上，密
密麻麻地贴着患者手写的感谢信，其中
一封信上这样写道。

这样的感谢信在江北区中医院里
随处可见。患者有如此发自肺腑的感
激，源于医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取得的
成效。

优质护理在中医院如何开展？中
医特色如何在护理工作中得以展现？
江北区中医院给出了答案。

“辨证施护”
薪火相传的中医护理

望、闻、问、切，分析辨清病因、病
位、病性，此谓“辩证”；根据结果确定相
应的护理方法，此谓“施护”。辨证施护
注重人、病、证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医
护理的精华，是指导中医临床护理的基
本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江北区中医院
由名中医开具中医特色处方，通过中医
护理门诊，为患者提供艾灸、刮痧、拔火
罐、穴位贴敷、中药熏洗等多项传统的
中医“绿色疗法”，让中医护理薪火相

传。
“真没想到，这看似普普通通的膏

药，竟然有这样好的效果！”今年3月，
60岁的张女士反复肩颈疼痛，手臂不
能抬高，试过多种治疗方式效果不佳，
在亲友的介绍下来到江北区中医院护
理门诊。经过诊断，张女士患的是肩周
炎。调制膏药、穴位敷贴、烤灯加热……
护士立即为张女士治疗，并详细介绍了
膏药的使用方法。张女士回家后按照
护士教的方法每日敷贴膏药，一周后病
情明显好转，如今几个月过去了依旧没
有复发。“以前没想过护士还可以看病，
见证了效果后，我都介绍好几位朋友过
来了。”张女士笑着说。

除了在全市二级中医院中率先开
设中医护理门诊，江北区中医院还在全
院范围内开展中医护理技术32项，中
医护理覆盖率大于90%。据了解，医院
每个病区均开展了4项以上的中医护
理技术，诸如耳穴贴压、中药封包、小儿
捏脊等中医护理技术随处可见。中医
护理服务的开展，不仅凸显了中医特
色，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更提高了
患者的诊疗效果。

正在外科38床住院的患者朱永斌
（化名）5月12日做了丘
脑出血手术。27日，窗
外乌云密布，病房内却
充满了温馨。“老头子，
你要快点好起来，我还
等你回家给我做饭吃
呢！”朱永斌的妻子拉着
他的手说。病床旁，护
士一边为患者做康复训
练，一边耐心地为家属
讲解协助患者康复训练
的方法：“阿姨，您平时
要多和大爷沟通，多鼓
励他做抬腿的动作。”

为深化优质护理服
务，发挥中医特色优势，
江北区中医院全面落实
患者健康宣教，由责任
护士负责对患者宣教疾
病相关知识、饮食、治

疗、护理等情况，并指导或协助患者康
复训练，住院患者健康宣教率100%。

“请进走出”
多起来的护理人才

黄鑫是江北区中医院骨伤二科护
士长，2015年，她来到江北区中医院工
作，从此和中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繁忙工作之余，黄鑫不忘充实自
己，她先后在西南医院、重庆市中医院
及广东省中医院的神经外科、重症医学
科、骨伤科工作学习，主研重庆市级科
研课题1项，参研国家级科研课题及市
级、区级科研课题多项。并于2016年
参加全国中医骨干护理学习，到全国领
先的7家中医院学习先进的中医护理
技术。学成归来后，黄鑫在院内创新开
展和推广了13种中医护理技术。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才。像
黄鑫这样的护理人才在江北区中医院
还有很多。医学是一门学无止境的学
科，为促进护理人员中医理论和技能水
平的提升，提高中医护理技术使用率，
江北区中医院不断加强对护理人员的
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让
护理人才多起来。

“请进来”即邀请市内外护理专家
来院授课或现场指导；“走出去”即选派
护理骨干、护士长到上级医院参加专科
护士培训、专业进修、专项培训等。

近年来，医院选派人员分别参加全
国中医护理骨干班以及市中医护理基
础班、骨干班、管理班培训，培养出各级
各类专科护士61名，全国中医护理骨
干3名。不断地培训，不仅提升了护士
的专业技术能力，同时也保障了患者安
全，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此外，为培养护理管理人才，护理
部成立中医护理、健康教育、静脉治疗
等8个护理专业小组，小组组长由骨干
护士担任。护理部制定各专业小组工
作制度、职责、工作目标并督促落实相
关工作任务，以进一步促进护理的专业
化发展，持续提升优质护理服务能力。

延伸服务
深入人心的中医文化

5月的山城雾雨缭绕，伴随着悠扬
的音乐，身穿白衣的护理人员正在社区
里带领市民练习八段锦，“两手托天理
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现场的群众不
断加入进来，一边学习八段锦口诀，一
边模仿护理人员的动作。

八段锦是一种传统的健身功法，内
练人体脏腑，外练筋骨皮，对调节人体
的脏腑功能、阴阳平衡都有非常好的作
用。

为服务广大百姓，让更多的人认识
中医、了解中医、使用中医，江北区中医
院多次组织义诊活动，护理人员在义诊
现场免费为百姓提供耳穴埋豆、火疗、
八段锦演示等中医护理服务，并走进社
区医院为护理人员提供中医护理培训，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健康促进中的独特
作用，让民众更加了解中医中药，得到
了市民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誉。

随着优质护理进一步深化，医院护
理人员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护理部与
治未病科协作，有计划分批次选派护理
骨干到江北区鱼嘴、复盛、铁山坪等社
区为广大群众宣讲常见病、多发病的预
防及康复护理、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参
与听课群众年均400余人次，社区群众
参与积极性高，反响热烈并高度评价宣
讲知识的实用性。

此外，为丰富优质护理服务内涵，
加强优质护理服务的宣传，为患者提供
医疗护理信息，医院各科通过院内网
站，微信公众平台等宣传健康、疾病防
护知识，解答健康需求者疑问。护理部
注册“江北护理”微信公众号，以传播优
质护理相关信息，提供相互交流的平
台，促进优质护理服务向更深一步推
进。

王凤 图片由江北区中医院提供

护理部主任
带领查房

查看患者瞳
孔情况

指导患者做
康复训练

护士向患
者讲解健
康知识

在全市二级中医院率先开展中医护理门诊

（本组图片由记者谢智强、崔力、齐岚
森、龙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