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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师风等教师问题涉及民生，事关

民意，社会影响大。近年来，区教育局以

师德师风建设为突破口，统筹规划，强化

保障，多措并举，不断提升教师队伍整体

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人民满意

的教师队伍。

夯实理论武装
培植师德师风厚实根基

“坚定政治方向、自觉爱国守法、传播

优秀文化、潜心教书育人……”日前，三家

幼儿园组织全体教职工学习《新时代中小

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中小学教

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要求全

体教职工在幼儿教育教学活动中不要违

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言行，在教育教学活

动中遇突发事件时，要履行保护幼儿人身

安全职责等。每位教职工学习得都很认

真，并作好了笔记记录。

据悉，全区各学校坚持将教职工理论

武装作为师德师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抓

实、抓牢，将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教师

队伍建设全过程；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以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的十九大精神、《新时代中小学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中小学教师违

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为重点，通过

组织不同层级的专题学习培训等方式，进

一步夯实广大教师的思想根基，提高师德

师风建设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拓展宣传载体
加大“以德育德”宣传力度

“思考与总结比读书更重要，要激发

思考点，抓准结合点，学思见悟，学思见

行”。 12 月 7 日，安居教育大讲坛在安居

思源学校成功举办，外出学习的校长高级

研修班学员以“生态教育，育人质量”为

主题，结合研修学习所见、所闻、所思、所

悟，立足于自身学习实际，结合安居教育

现状、发展、未来，充分表达了自己想法、

做法，观念的碰撞，形成了共识共策。

“思考与总结比读书更重要，要激发

思考点，抓准结合点，学思见悟，学思见

行”。据悉，区教育局通过举办校长论坛、

教师讲坛、主题班会等形式，广泛开展讲一

堂党课、听一次报告、看一场宣传片等“三

个一”活动，大力开展“安居发展为了谁”

“我为安居发展做什么”“安居好大家好”等

3 个专题讨论，凝聚起大家对争做合格安居

人、自觉为安居发展增光添彩的广泛认同。

此外，区教育局还坚持开展“坚定跟

党 走 、展 示 新 形 象 ”行 风 治 理“ 十 项 行

动”，持续开展“践行十九大精神，做让党

放心、让学生和家长满意的人民教师”师

德教育活动，重塑队伍形象。党政领导坚

持讲党课制度，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提高

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使广大群众牢固树

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努力创

业。目前，已在局机关、督导组、学校开

展讲党课 86 次。

有效监督考核
构建现代和谐校园生态

区教育局对全员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工作实行真抓实管，不断树立良好的教师

职业形象，着力提升教师职业素养。

“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学校实际情

况，建立完善师德师风建设责任制、师德

考评奖惩制，有奖举报制和责任追究制

度，与教师签订师德师风目标责任书等形

式，从制度上保障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落到

实处。“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全区各学校利用班主任上岗

培训、暑假政治学习等时间，集中学习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安居区师

德师风《十条规定》《十五条要求》等，举

办师德师风建设活动讲座、师德师风建设

工作交流、评选每月“爱生之星 ”，每期

“师德标兵”等活动，提升教师的职业道

德水平，树立良好的师表形象。

此外，各学校还通过设立师德师风监

督举报信箱和电话，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每学期期末采用教师自评和家长、社会评

议相结合的方式，对每一位教师进行师德

专项考核，将考核结果装入个人档案，并

将结果作为评优、评先、评职、晋级、绩效

考核的重要依据，坚决实行师德师风“一

票否决制”。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玉丰初中

开展“爱心陪伴走进心里”志愿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12 月 24 日，玉丰初中

志愿者老师开展了“爱心陪伴 走进心里”为主题的关爱

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陪伴留守儿童

开展了作业辅导、交流谈心等活动，同时因人而异进行心

理疏导，鼓励孩子们认真读书、读好书。

开展的一系列志愿者活动，不仅为留守儿童送去了温

暖，而且激励他们要自立自强、勤奋学习、全面发展，更重

要的是对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一种关注、关心

和关爱。

中兴初中与横山教育集团

开展联合教研交流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日前，中兴初中和横山

教育集团在中兴初中开展联合教研交流活动，目的是为了

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教研能力，促进义务教育阶段乡镇中

学教育均衡发展。

本次教研活动采取先听课后评课的形式，在听课环节

中，中兴初中的四位老师分别为大家上了一节复习示范

课，从复习课的质量来看四位老师为了上好课都下了很大

功夫。在随后的评课交流环节中，中兴初中和横山教育集

团两校老师都谈了看法和感悟，交流了在复习阶段教学中

的经验。

此次教研活动不仅进一步优化了课堂教学，同时还为

两校教师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形成了相

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安居特校

开展防暴防恐应急演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近日，安居特校开展了

防暴防恐应急演练。全校师生和陪读家长参与了此次演

练活动。

演练前，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学习了《安居特校防暴

防恐演练方案》，要求全体教职工明确分工，各履其职。各

班教师向本班学生详细讲明了演练流程和要求，特别强调

了演练时的安全注意事项。随着警报声的响起，各班学生

在老师的组织下，按照既定的疏散路线，撤离到食堂、教学

楼和宿舍楼这三个安全地带，整个演练过程快速而有

序。

据悉，安居特校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学校安全

防范工作的实效性，确保校园环境的和谐稳定。

环保公益行动进校园

12 月 25 日，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

区教育局、区环保局在安居小学联合开

展“一木环保，绿惠安居”公益活动启动

仪式。活动中，安居小学的学生们将废

旧书报刊捐出来进行再利用，并将所得

用于中小学环保教育及教育扶贫公益事

业。同时，安居小学还通过举办主题班

会、手抄报、黑板报、故事会等形式，大

力开展环保教育和废旧物再利用教育，

把环保意识和节俭意识渗透到学校的教

育教学工作中，引导学生从小树立爱护

环境和绿色低碳环保意识。图为小学生

捐出废旧书刊 戴广伟 摄

惠风和畅满眼春
——区教育局狠抓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纪实

立志从医梦
决心帮助患者摆脱病痛

谈及唐坤雄学医，还得归结于小时候

的耳濡目染。“爷爷是一名乡村大夫，因

为医术高明，又乐于助人，不怕麻烦，在

村里很有名气。父亲因读书少，还常常念

叨自己没能力，不能接过爷爷的担子往前

走。”父亲的一言一语，唐坤雄听在耳里

记在心里。

“我记得，当年知道考上第三军医大

学成都军医学院后，父亲是家里最最高兴

的，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梦。”唐坤雄微

笑着说，大学里，除了上课，他几乎每天

泡在图书馆，翻看医书，了解医理。几年

的寒窗苦读后，唐坤雄步入社会进入乡镇

卫生院工作，他和很多学医的青年一样，

希望在外科专业的实践领域发挥自己的

专业能力，实现治病救人的理念。

可年轻的唐坤雄发现，现代医学的发

展进程非常快，老教科书上的东西已经不

够用了，如果不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

备，掌握前沿的技术，就会固步自封，难

以当好一名医生，更别说在工作中有所突

破了。于是，他去到遂宁中心医院普外科

进修学习。回到医院后，他把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久而久之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

经验。直到 2012 年，因工作出色，唐坤雄

被调至安居区人民医院。

“这里有最先进的设施设备、最优秀

的医疗团队、最出色的技术人才，要想在

这里待下去，仅靠自己现有的专业知识是

远远不够的。”当时，刚从乡镇卫生院转

来的唐坤雄为了提高自己的实际操作能

力，能在区里最好的医院站稳脚跟，他先

后前往遂宁中心医院肛肠科、四川省医学

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进修学

习。每次学习，他都是带着满满的问题

去，虚心请教，一一解决。

从医以来，唐坤雄平均每年要做 300
多例手术。手术短则一两个小时，长则

10 多个小时。

忧患者之忧
用精湛医术拯救患者生命

几年前，正在值班的唐坤雄接到急诊

电话，“唐医生，一位年轻小伙因为外伤

造成脑出血，需要手术。”迅速来到手术

室，换上手术服的他，却迟迟未见手术患

者。“家属担心有危险，不同意手术，但如

若不手术会对患者带来生命危险。”唐坤

雄说，为了减轻家属的疑虑，他耐心细致

地给家属讲解手术的实施方案，并对家属

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予耐心的解答，最后家

属同意手术。

消毒、麻醉、纱布、插针、止血、冲洗伤

口……从凌晨 5 点到上午 9 点，走出手术

室后，唐坤雄换下手术服，在食堂简单的

吃了早饭，便去病房看望术后患者，叮嘱

家属术后护理的一些注意事项。

在他看来，外科大夫做一台手术就是

拿起手术刀的那几个小时，但对病人而

言，不吝于从地狱到天堂，“所以，我们术

后会观察病人的表情是平静还是忧愁，看

其精神状态是否良好。”

“处理医患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换

位思考’，从患者的角度去考虑他们面对

疾病时的痛苦和无助，对治愈疾病的渴

望。遇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

题。”唐坤雄说，医生与病人的问诊过程，

其实是一面镜子，会折射出他性情中最本

真的一面。

16 年来，唐坤雄总是用胆大、心细、终

生学习来要求自己。胆大并不是蛮干，而

是建立在对患者高度负责的基础上的敢

于冒险和敢于担当；心细体现在诊断治疗

的每个细节中，以如履薄冰的精神进行细

致研究；“终生学习”则是要做到与时俱

进和理论联系实际，紧跟医学技术发展，

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掌握在手，为患者服

务。他说，临床工作就是坚持，坚持，再

坚持！

通过不懈努力，如今，已是外一科副

主任的唐坤雄，能熟练诊治普外科的各种

疾病，今年，他又成功考过神经外科主治

医师。“当你热爱一个职业，再苦再累再

遗憾，你都不会去抱怨。”唐坤雄说，“当

医生是我儿时的理想，想要成为一名优秀

医生是我现在必须为之努力的事，医生能

治病救人，崇高又有价值。如果再给我一

次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选择当一名外科

大夫。” （全媒体记者 王超）

区卫计局

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近日，记者从区卫计局获

悉，为满足全区群众的健康养老需求，区卫计局多举措积

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切实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在向上争取建设资金方面，共争取民政、卫计部门资

金 141 万元，2017 年 10 月启动聚贤镇卫生院养老区域改造

工程，仅 5 个月即全面完成，分为生活区、休息区、活动区

和阅览区，设置养老床位 30 张。其中民政救助对象安置

15 张，面向社会开放养老床位 15 张。开设老年人休闲活

动场所 700 余平方米，含图书室、放映室、会客室和休息

区。房间基本设置有床、电视、空调、冰箱、衣柜和卫生

间，单独设置淋浴间。

在加强护养人才培养方面，2017 年选派 1 名护士到重

庆青杠护养中心学习照护老人的操作培训，2018 年选派 2
名专业人员参加重庆青杠护养中心管理培训和实际操作

培训。在投入使用服务老年群体方面，8 月 27 日，首批共

15 名社会供养人员入住，标志着聚贤卫生院医养结合改

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区卫计局

扎实推进健康医疗扶贫工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日前，记者从区卫计局获

悉，自推进健康医疗扶贫工程以来，区卫计局深入开展、扎

实推进，全区健康医疗扶贫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

全面落实“十免四补助”。贫困人口区域内就诊免收

一般诊疗费 4.99 万人次、49.9 万元，免费为 54354 贫困人口

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提供妇幼健康服务 5546 人，

免费实施贫困孕产妇住院分娩服务 50 人，免费开展白内

障复明手术项目 170 例，免收院内会诊费 28.36 万元，免费

提供巡回医疗服务 743 次、3.38 万人次享受专家免费义诊，

免费艾滋病抗病毒一线药物治疗 553 人，免费抗结核一线

药物治疗 319 人，免费为 3 名贫困残疾儿童按 1.5 万元每人

标准进行康复训练。住院费用控制 5%以内。2018 年全区

贫困人口住院 20493 人次，住院总费用 7021.544 万元，医保

报销 6670.47 万元 ，贫困患者个人自付 351.074 万元，确保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区域内住院个人自付占比控制在 5%。

贫困户全民医保代缴。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54354 人，

由区财政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 180 元 /
人·年全额缴纳，参保率达 100%。

规范实施医疗救助。按照“大病多得救助、小病适当

救助”原则，全区累计救助贫困人口 2275 人次，累计救助

支出 426.72 万元。

妙手解病痛 仁心守初衷
——记区人民医院外一科副主任唐坤雄

唐 坤 雄 ：外 一 科 副 主
任，普外科主治医师；神经
外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第
三军医大学成都军医学院
临床医学，曾先后到遂宁中
心 医 院 进 修 普 外 科 、肛 肠
科；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
川省人民医院进修神经外
科；擅长颅脑外伤、脑出血
疾病的诊治以及普外科腹
腔 镜 手 术（腹 腔 镜 阑 尾 切
除、疝修补、结、直肠癌根治
术）等。

区人民医院外一科副主任唐坤雄（右一）和科室骨干一起讨论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