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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结对促发展 教育帮扶暖人心
——区教体系统赴理县开展教育对口帮扶系列活动纪实

“以前老百姓来这里最多只能做‘三大

常规’和一般生化检验项目，像病例检测、

激素检测等项目必须到区人民医院或者远

到遂宁，现在我们社区卫生院就能检查，而

且享受的是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标

准跟卫生院一样，既不用排队，准确率还

高。”近日，柔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龙

志华告诉记者，而在去年以前，此类技术要

求高、检验设备昂贵、检验程序复杂的检验

必须要到上级医院方可进行。

今年以来，安居区立足区域基层医疗

机构实际，通过在基层卫生院与第三方机

构合作，共建医学检验中心，着力解决乡镇

卫生院设备缺乏、检验难等问题，让基层群

众可以享受“一级医院收费，三甲医检服

务”的待遇。此举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也为基层老百

姓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提供了更多便利。

引入第三方检验机构
破解就医难题

长期以来，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大多

面临检验设备落后、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医

学检验水平不高、医疗服务能力不强等瓶颈

制约，不能满足群众在基层看病就医需求。

以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开展“三

大常规”和一般生化检验项目。然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缺乏专业的人员和设备，各医

院检测设备重复投入，面临检测质量和开展

项目数量双重瓶颈，与专业的第三方医学检

验机构进行合作，就可以开展更多项目，提

高检测质量，从而为临床提供更准确、更具

参考价值的检验结果，提高基层临床医生

的诊疗水平和医院服务能力。

对此，区卫健局积极与第三方医学检

验服务机构——四川大家医学检验中心进

行沟通协商，共建基层医疗机构临床医学

检验室，引入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让

基层群众享受到一级医院的收费标准和三

甲医院的检验服务质量，破解就医难题，更

好地推动了首诊在基层的落实。

共建检验实验室
提高基层诊疗水平

安居区按照“先行先试、稳步推开”的

原则，确定了在柔刚、磨溪、步云、莲花 4 家

乡镇卫生院率先开展试点。

“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对专业

设备和人员进行大量投入，通过共建模式，

我们依托其先进的设备、专业的技术，就可

开展多项以前无法开展的检验项目，充分

实现了资源共享，提高了基层临床医生的

诊疗水平。”柔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龙

志华告诉记者，遇到急诊患者、常规及时效

性强的检测 30 分钟就能出具报告，其余的

检验样本通过专业的冷链物流运输到检验

中心完成，第二天通过远程系统反馈给医

院，患者从乡镇卫生院就能拿到检测报告

单，帮助医生临床诊断，有效缓解了基层老

百姓长途奔波、在大医院排队漫长等待的

“看病难”问题。另一方面，在基层医疗机

构就诊，只用一级医院收费标准，享受三甲

医院检验服务质量，而且可以按照分级诊

疗规定享受高比例报销，也缓解了老百姓

的“看病贵”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通过共建模式，

全区参与合作的乡镇卫生院检验室流程布

局得到优化，检验科硬件设备得到全面提

升。通过培训指导，乡镇卫生院专业技术

人 员 水 平 进 一 步 提 高 ，检 验 诊 断 水 平 明

显提升。 （全媒体记者 王超）

安居区落实医改措施在基层卫生院建立医学检验中心

让老百姓享受三甲医检服务
区卫健局扎实推进警示教育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日前，记者从区卫

健局获悉，为切实加强全区医疗卫生领域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的廉洁从政、廉洁从医理念，区卫健局“以

案说纪，以案释法，以案促改”扎实推进警示教育。

一是拧紧“总开关”。算清人生政治账、经济

账、家庭账、亲情账、健康账、自由账。深刻汲取教

训，找准风险点，防微杜渐。二是严格遵守群众纪

律，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严禁在管理服务工作中违

规收受红包礼金、刁难群众、吃拿卡要、优亲厚友、

不作为、乱作为、庸懒无为、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损

害党群、干群关系，损害群众利益。三是以问题为

导向，深入开展“查讲提”。通过“清淤”“清畅”专项

行动，强化为民服务宗旨意识，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精准脱贫、健康扶贫、计生奖

扶特扶、门诊住院医疗救助等群众关注度高的痛

点、焦点、难点和热点，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微腐

败，坚决克服“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要让办事

群众“最多跑一次”，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让广大人民群众和管理服务对象为

安居发展点赞。四是以蒲波案为镜鉴，扎实推进

“以案促改”工作，令行禁止，净化生活圈、交际圈、

朋友圈。要知止，存敬畏，明底线。

区卫监大队
开展国卫复审迎检摸底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为切实履行卫生

监督职责，近日，区卫监大队正式拉开对城区小旅

馆、小理发店及洗浴中心等公共场所进行地毯式专

项检查的序幕。本次监督检查旨在进一步摸清家

底，了解辖区内公共场所基本信息，掌握被监督对

象最新情况，为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国卫复审工作打

牢基础。

本次监督检查在日常卫生监督常态化、制度化、

标准化的基础上，着重从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及健

康证的持证情况、店堂内外环境卫生情况、控烟工

作落实情况、卫生设施完善及有效使用情况和各单

位卫生监督管理档案建立情况入手，认真查漏补

缺，逐条对标补短。

下一步，区卫监大队将组织城区公共场所负责

人及从业人员进行卫生法律法规培训，从源头规范

公共场所的卫生行为；同时还将有针对性地开展巡

回监督检查，对整改不力涉嫌违法的单位将依法进

行查处。迎检准备期间，区卫监大队还将集中人员、

集中精力，查漏补缺、重拳整治，彻底解决“四小”行

业中的突出问题，落实好每一个细小环节，为本次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顺利通过贡献卫生监督力量。

营造浓郁氛围
擦亮国卫金字招牌

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切实

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区人民医院

高度重视，多措并举，狠抓落实，反

复强化卫生城市复审的每一项标准

要求，营造浓郁的创建氛围。同时

为切实做好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区

人民医院注重加强日常管理，加强

监控整体，注重提升细节，规范落实

“四害”消杀措施，以环境治理为主，

药物消杀为辅，着力提升创卫工作

精细化水平，并形成长效机制。图
为区人民医院利用广告宣传栏、LED

广告栏营造浓郁创建氛围。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

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年，

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对口帮扶辐射、带动和

引领作用，深化“安理一家亲，共筑小康梦”

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地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日前，区教体局、安居小学、安居明

德学校干部教师远赴理县开展物资捐助、

结对送教等系列帮扶活动，受到了理县教

育系统领导、教师的热烈欢迎。

座谈会上，安居和理县两地校长和教

师们一起务实交流，双方对 2018 年安居和

理县教育对口帮扶，大力实施校校结对工作

给予了高度肯定，共同探讨了各自在学校规

划设计、教育管理、教学质量提升工作中的

收获与体会。理县教育人就自身校园一年

来办学发展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对办学工

作中遇到的亟待解决的困惑，向安居的同行

们虚心请教、寻方征招。安居区的校长们就

制约各结对帮扶校发展瓶颈的一些关键因

素，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尤其针对

理县教育事业更好发展安居教育人提出的

建设性意见，引发与会者高度共鸣。

会上，理县教育局总结了前期安居教

育帮扶活动取得的突出成绩，对目前理县

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梳理，再次

恳请安居教育人继续关注和帮扶理县对口

学校。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也就安居区教

育发展现状、发展特色及目标、现代教育制

度构建、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教育信息化

推进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向理县教育的同

行进行了友好沟通和交流，并寄望安居和

理县教育结对学校，在今后的合作结对工

作中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多元协同，共同

提高两地的办学品位、办学特色、办学质

量，并积极探索、认真实践、系统总结出双

方结对发展的宝贵经验，辐射和带动更多

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最后，两地教育双方就结对帮扶目标、

实施方案、结对协议、帮扶责任等达成了共

识。在双方主管部门领导的见证下，安居

区安居小学、安居明德学校分别与理县杂

谷脑小学、甘堡小学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

向两校赠送了笔记本电脑等教学辅助设

备。在甘堡小学，安居明德学校还献上了

精心打造的群文阅读教学、微课制作培训

讲座和一体机使用技巧交流等送教活动。

据悉，2017 年至今，安居区教体局向理

县学校开展送教活动 8 次 25 节，针对性培

训、专题讲座 4 次，接纳理县选派跟岗学习

教师 22 人次，双方学校管理人员现场交流

10 次，研究解决了理县教师辅助教学中的

实际难题和新课改教育教学理念中的突出

问题，实现资源共享、成果共享、先进教育

理念共享，促进双方学校教育的共同成长。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磨溪小学
举办春季田径运动会

日前，磨溪小学第十三届春季田径

运动会举办。在两天的比赛中，400 余

名小运动员奋勇拼搏，努力为班级争

光，各班啦啦队纷纷助威呐喊，将运动

会的竞赛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赛场

上的选手奋勇争先，赛场外的同学们

积极为比赛服务，特别是每个班级的

通讯员，穿梭在各个赛场，追寻着运动

员的身影，不断为大会提供宣传报道，

营造了极好的运动会比赛氛围，为大

会增色不少。各班不仅比竞赛成绩，

也比班风班貌。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摄

凉风小学

开展春季远足拉练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近日，凉风小学

校开展了“踏童年足迹 扬理想风帆”春季远足拉练

社会实践活动。

彩旗飘扬、群情激昂。活动当天，经过简短的出

征仪式，全体师生踏上了远足拉练的征程。本次活

动围绕学校附近的莲花湖风景区展开，经桃花岛、

凉风垭到五郎坝码头，沿风景秀丽的景区旅游线路

返回学校，全程约 12 公里，历时 3 个小时。

活动负责人介绍，这次活动很好地磨练了凉风

小学师生的意志，培养了同学们良好的心理素质和

团结协作意识，提高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西眉小学

开展学雷锋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日前，西眉小学

“学雷锋，做有道德的人”主题演讲比赛在校操场举

行，全校 1500 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比赛在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西眉小学三十个班

的共 30 名选手参加了角逐，低年级小朋友用他们特有

的视角、稚嫩的声音表达了对雷锋叔叔的怀念和对雷

锋精神的理解，中高年级的同学则通过讲述真实事例

展示了自己对雷锋精神的诠释和实践，四年级四班的

易润同学更是引用最近发生的英雄“的哥”事件，号召

大家发扬雷锋精神，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通过十名评委的打分，本次演讲比赛共评出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6 名，优胜奖 12 名。

安居一中

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了解学生心

理健康整体情况，帮助学生了解自身性格，更好适

应学校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近日，安居一中组织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档案填写，

初步了解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同时对有心理健康隐

患的学生作一个初步排查。

据悉，这是安居一中首次面对全校学生建立心

理健康档案，同时还完善了心理咨询室建设，设有

档案室、宣泄室、放松区、智能情绪调节系统、沙盘

游戏室，在心理沙盘游戏中可以通过建立沙盘场景

初步了解学生心境状态，学生也可以用症状自评量

表 SCL90 进行自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