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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仁道润心造就德技双馨之才
塑灵魂

创设仁道文化育人路径

诞生于1958年的重庆市医药卫
生学校在6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以
文化为魂，凝练出极具特色的“仁道
文化”核心理念，提出培养“德技双馨
的高素质高水平技能人才，服务地方
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教育目标，创
新实施了“仁道·双元循环”文化育人
模式。

究竟何为“仁道”？
“‘仁道’是中国儒学精髓中‘仁’

与道学要义中的‘道’，融合现代卫生
职业文化精义合而生成的一种文
化。它倡导对人关心与爱护、理解与
宽容的精神境界，是学校引领师生

‘以人为本’，以‘仁爱之心’‘仁以立
人’，炼心精技，德技双修，实现人生
梦想的发展之路。”学校负责人强调。

在此基础上，学校进一步凝练出
“惟精惟诚，正知正行”的校训、“守仁
致和，力行日新”的校风、“修身济世，
传道立人”的教风、“立德立志，善学

善能”的学风、“恪善恪勤，求精求实”
的政风，构成“仁道文化”的核心，打
造“初心铸魂”“仁心明德”“潜心修
技”“匠心筑梦”“四心”活动品牌，形
成了办学的好生态。

文化是学校的灵魂，在“仁道文
化”的引领下，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快马加鞭朝着更高水平更有质量办
学目标迈进。

勇创新
打造双元循环育才范式

“要想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用人才，我们应该
与时俱进，紧贴行业，更新观念，突破
创新。”这是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一
以贯之的态度。

为了解决医药卫生类学校缺少
契合行业特点的核心文化、人培目标

“德技失衡”等现象，学校以“仁道”理
念为基，凝练“一训三风”，构建“课程
固本”“活动润身”“实践精技”的三维
一体实施路径，以校本课程开发为着

力点，打造“仁道”系列精品活动，通
过“活动实践+技能实训+岗位实习+
技能比赛”四位一体式的实践，实现
德以润技—技以厚德的“双元循环”
育人目标。

课程是育人的重要载体，学校在
已有的国家规划课程体系基础之上，
围绕“仁道”育人理念，结合行业要求
和时代特征，研发育“仁”、精“道”系
列教材，构建了国家规划教材+校本
教材的“5+X”“2+X”双元课程体系，
通过必修+选修方式，实现课程固本
目标。

如果说课程为孩子提供了专业
知识，那么活动则让孩子在体验中拓
展能力，学校精心打造彰显“仁”与

“道”的“初心铸魂”“仁心明德”“潜心
修技”“匠心筑梦”“四心”精品活动，
以仁心促道心，以道心统仁心，炼心
精技，德技双修，实现活动润身目标。

这样的一幕幕在重庆市卫生学
校生动上演，“明道论坛”让学生以辩
论赛德形式探讨职业道德、专业精
神，为学生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护理礼仪大赛”通过对学生的仪表

仪态训练和护理工作情景表演，使学
生在文化活动浸润中形成专业自
觉。“神农百草社”利用学校药用植物
园天然沃土培植各类中草药材，使学
生在掌握科学培植技术的同时修身
养性，并为职业生涯发展奠定了更多
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以加强中职
学生“劳动教育”为着力点，以学校为
纽带打造家庭参与、社会检验的“三
位一体”实践育人平台，创新“德育实
践周”“志愿服务”“岗位实习”“创新
创业”等实践形式，融合三方力量，整
合教育资源，以线下+线上的方式锤
炼学生生活技能、职业技能、创新技
能等，实现实践精技目标，培养了专
业过硬、能力突出的高素质医药卫生
技能型人才。

育新人
培育德技双馨时代新人

得益于以德润技、以技厚德的育
人理念，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培养出

一大批“德技双馨”人才。
跪地为车祸伤者当靠枕直至急

救车赶到，被评为“最美巴渝·感动重
庆人物”的牟玉婷；视病人为亲人，急
病人之所急的重庆市“医者仁心”好
护士张潇元；扎根乡镇卫生院，服务
基层事迹突出，代表全国职业院校护
理毕业生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的代
姗……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大
赛获奖210项，在全国职业院校护理
技能大赛中连续4年夺冠，获一等奖
8项，高考升学率、护考通过率稳居
全市同类学校前列。

与学校合作过的实习单位和用
人企业忍不住称赞：“重庆市医药卫
生学校的学生专业技能过硬，综合素
质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办学几十
年来，学校为库区、渝东南地区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药企业输送了大
量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学校因
此被誉为“高水平医药卫生技能人才
摇篮”。

谭茭 胡忠英

作为国家重点中等专业
学校，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积
极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将“仁道文化”的核心理念贯
穿于育人始终，创新实施了

“仁道·双源循环”文化育人模
式，结出累累硕果。

学校不仅涌现出“最美巴
渝·感动重庆人物”牟玉婷、重
庆市“医者仁心”好护士张潇
元等具有良好道德情操的优
秀学生，还培养出了能在各类
技能大赛摘金夺银的技术能
手，学生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
能大赛获奖 210 项，在全国职
业院校护理技能大赛中连续4
年获得冠军，获一等奖8项，充
分彰显了学校高超的办学水
平和实力。

□本报记者 颜安

在脱贫攻坚战中，深度贫困乡镇是
贫中之贫，坚中之坚。脱贫之后，当地发
生了哪些变化？9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
走进奉节县平安乡，走进村民家里，从一
些老物件上，看到了这里的新变化。

饮水之变：
退出历史舞台的水桶

平安乡的饮水曾是个大问题，水桶
是村民家中必备之物。而咏梧村三社
村民陈泽辉家的水桶如今放在二楼的
阁楼上，当他搭着楼梯把水桶取下来
时，记者看到上面挂满了蜘蛛网，水桶
里也满是尘土。

“差不多 3 年没用过了。”他说。
2018年通了自来水后，这个陪伴老陈几
十年的水桶就被束之高阁。早几年，老
陈每天都要到离家300米远的“马流
水”挑水。“马流水”，是当地的一股山泉
水，从山上顺着崖壁流淌而下，是附近
上百户村民的生命之水。

这么多人要打水，发生摩擦在所难
免。“有的人排队，就只放个桶占位子，
把他的桶移开后人又回来了，这种情况
就会吵架。”老陈回忆。还有另一种情
况，冬天水流很小，接一桶水要半小时，
排在后面的人冷得跺脚，又等得失去耐
心，吵架便时有发生。

“每天早上天不亮我就得去打水。
一挑两桶，大概100斤。这还不够，下
午还得再去挑两桶。”老陈家里共有8口
人，吃水需求较大，再加上喂了几头猪，
一天最少要4桶水。

尽管如此，陈泽辉还算离得近的，
在十王庙（小地名）住的李大平、胡少权
等人，离水源有四五公里远，来回一趟
要3个小时，“一天走两趟，时间基本上
就耗在这上面了。”

2018年，乡里在“马流水”附近修了
蓄水池，再通过管道引到村民家里，家
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水桶从此退出
了历史舞台。

“如今吃水怎么样？”老陈笑答：“我
们都开起农家乐了，你说怎么样？”

近年来，平安乡的基础设施实
现历史性跨越，人居环境发生历史
性巨变，新建骨干水源工程10处，
整修人饮水池94处，新建地下钻井
6 座，建成关门山应急提水工程。
新建“四好农村路”260 公里、人行
便道297公里，村村通上稳定动力
电，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
难等问题均得到根本解决。

产业之变：
账本里的民生与幸福

作别陈泽辉后，记者又来到了天台村
三社。村民赵明辉刚把烟叶卖完，赶紧
摸出账本记了一笔：烟叶收入1.2万元。

赵明辉的账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他的收支情况：除烟叶收入外，还有辣

椒、甜玉米等收入。这两项收入均不算
高，分别只有2000多元和1000多元。

“今年气候不好，风也大，吹倒了不少。”
赵明辉解释道，但他并不懊恼，“一来这
两样本来就不是我的主要收入，二来我
买了保险，每亩应该还可以赔几百元。”

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是烟叶，两
亩烟叶能收入1万多元；二是生猪，20
来头猪每年能为他带来七八万元收入；
三是白菜，去年五六亩白菜卖了4万多
元。这些收入赵明辉都记在了账本上。

以生猪为例，账本上记录着：今年3
月，他以200-300元不等的价格购入猪
仔，然后先后3次购买玉米，每次两吨，
每次够吃两个月，如今猪仔已长到近
200斤。

如此计算，把一头四五十斤的猪
仔喂到250斤，大概需要600斤玉米和
1包饲料，成本约1300元。辣椒每亩分
别需要七八十斤底肥和肥料，加上地膜
成本约300多元，正常情况下每亩纯利
润有2000多元。

记者注意到，赵明辉的账本上还记
录着从政府获得的一些帮扶政策，例如
扶贫小额信贷5万元的贴息贷款，又如
种植甜玉米获得了每亩30多元的补
助，此外还有土地入股获得的分红等。
账本上，既体现了一个小家庭的收支，
也反映着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与冷暖。

近年来，平安乡大力发展高山
蔬菜、豆腐柴、中药材、小水果、猪
牛羊等特色产业，农业产业的规
模、产量、产值显著提升。2020年，
全乡农业总产值达到11.3亿元、增
长 10.2%，贫困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12810元。

政策之变：
住院报销单上的惠民为民

说起这几年享受到的帮扶政策，咏

梧村村民汪顶海拿出了几张住院报销
单。第一张是几年前的单子，那时他得
了心脏瓣膜病，做手术花了10多万元，
报销后自己还是花了五六万元；第二张
和第三张分别是去年和今年的报销单，
去年汪顶海换髋关节花了8万多元，今
年5月换膝关节又花了5万多元，但由
于享受到了健康扶贫政策，报销比例达
到90%以上，两张单子加起来，汪顶海
自付费用只有1万多元。

“党的政策好。”谈及感想，他脱口而

出。49岁的汪顶海是个老病号，7岁就
得了骨髓炎落得双腿残疾，好不容易恢
复了一些，能拄拐行走，又连续遭遇了上
述几次大病。但在政策的扶持下，汪顶
海挺了过来，如今虽然要坐轮椅，但精神
状态还不错，并没有消沉和颓废。

除了健康扶贫政策外，汪顶海一家

还享受到不少精准帮扶政策。他的两
个孩子，一个在四川外国语大学读大
四，一个在奉节永安中学念高一。由于
享受到了教育资助政策，两个娃读书基
本没有给汪顶海增加什么额外负担；考
虑到汪顶海一家的实际情况，村里还将
其评定为低保户。加上住房改造等政
策，汪顶海免去许多后顾之忧。

“虽然还是一身病痛，但说起看病
没这么惧怕了，心理压力减轻了很多。”
汪顶海说。

平安乡始终紧盯“两不愁三
保障”攻坚克难，医疗、教育、就业
等精准到户政策实现全覆盖。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衔接工作中，该乡紧盯易致贫
返贫风险户，采取健康保障、贫困
助学、兜底保障、金融扶贫等政策
对症施策，保持帮扶政策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已落实医疗救助 119
人次、教育资助 162 人次，落实农
村低保401户853人。

精神之变：
消失的盖碗与骰子

基础改善了，产业发展了，政策覆
盖了，外部环境的变化自然会对人的精
神面貌产生积极影响。

37岁的平安社区村民许登榜岁数
不大，赌博历史却不短，盖碗和骰子曾
是他的身边之物，往事让他有些羞于启
齿，磨了半天才从齿缝里蹦出几个字：

“赌大小用的。”
早些年，许登榜是个跑货运的司机，

时间相对自由，还闯南走北结识了不少
人，可他也染上了赌瘾。

许登榜欠账最多的时候，数额达
到几十万元，这对许登榜的家庭来说
无异于是天文数字。父母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老婆也跑了，许登榜每次
都是嘴上答应得好，但还是往赌场里
钻。

许登榜的父母只好求助于村社干
部，乡里给他找了一份开垃圾转运车
的活路。时间久了，赌场的人不找他
了，乡里和家里也都有人守着，许登
榜渐渐戒了赌。从前那个成天懒散、
嗜赌成性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每天忙于工作的许登榜——他打了3
份工，一是开垃圾转运车，二是用自己
的皮卡车跑运输，三是和父母一起开
农家乐，一个月收入万把块，忙得不可
开交。

经过脱贫攻坚这场伟大的社
会变革和深刻的思想变革，平安乡
绝大多数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从过去“揣着手等”“背着手
看”，转变为现在“甩开手干”，下一
步也将注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评
选“道德模范”“文明标兵”，涵育乡
村文明新风尚。

3年没再用过的水桶、一本记录收入变化的账本、3张住院报销单，脱贫攻坚让奉节平安乡变了样——

这 些 物 件 见 证 村 民 新 生 活

▲9月7日，陈泽辉向记者展示曾经
每日都要用到的水桶。

记者 颜安 摄/视觉重庆

▲

平安乡新貌。
通讯员 王传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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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各种政策的帮扶下，平
安乡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实现很大转
变。 通讯员 王传贵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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