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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聚焦

热点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王毓 许春芳

“最美路人”张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武强、
付亚杰，“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吴绪宝，“最美乡村医生·最受
关注乡村医生”马云飞，“河南省最美乡村医生”秦为民……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缘何培养出一大批医德医术俱
佳的优秀学子？这得益于该校始终把医德育人放在第一位，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突出医德，在校园文化中体现医德，教师
们把医德教育融入传道、授业、解惑中，渗透到每一位学子心
中。

■医者德为先 无德不成医

“总觉得医学伦理学课程很抽象，不好懂，没想到学校的
医学博物馆把医德教育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方式我
们很喜欢。”2016级检验专业丁永霞同学的一番话，道出了郑
州澍青医专新生入校第一课——参观医学博物馆后的体
会。像这样的医德教育，该校每周都会以不同的形式进
行。

“自 1984年建校以来，我们始终把医德育人放在第一
位。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人们的思想怎样变化，我们的医德
教育从没变过。通过第一课堂渗透、第二课堂寓教于乐、云
课堂占领阵地使医德教育落地生根。同时，为了开阔学生眼
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校专门建设了6000平方米的医学
博物馆。”3月 28日，该校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左生教授告诉
记者。

“医者德为先”“无德不成医”，医德往往比医术更重要。
30多年来，该校不断地对医德教育进行系统研究、归纳，编辑
出版了《医德学》教材，组织编写了《医学生教育读本》。在探
索与实践中，学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医德教育体系——医学
生“4321”医德教育工程建设：“4”即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
会实践、临床实习四种载体；“3”即理想信念教育、爱岗敬业
教育、人文素质教育三种教育内容；“2”即教师队伍、辅导员
队伍两支队伍建设；“1”即医德评价机制一种机制。

“4321”医德教育工程获评“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
作优秀品牌”，在立德树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创新无止境 润物细无声

毕业于该校护理专业的张楠，2015年 12月因在路边救
人被誉为“最美路人”。她对学弟学妹们说，最初看到校医德
馆老校长“必须有高尚之医德，才能悟化出精湛之医术”的题
词时，她并不是很理解。但是，工作时间越长，她越能体会到
这句话的分量。

为了培养学生的高尚医德，该校的医德教育不光依靠课
堂，还融入学生的社会实践，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学
校每年都要组织3支到5支暑期社会实践服务队，奔赴全省
各地为群众送医送药，进行医疗咨询和保健、心理健康知识
宣传。该校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团队多次被评为
我省大中专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队。此外，
该校每周都要组织学生社团走出校门，开展社区卫生服务调
查、街头义诊、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
活动。

网络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医德教育工作必须与时俱
进。该校积极进行传统医德教育改革，开辟网络医德教育新
形式，搭建起更具吸引力的医德教育“新阵地”。

王左生表示，医德教育关乎医学卫生人才的培养质量，
与广大百姓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着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创新无止境，学校今后仍将不断创新教育方法、完
善医德教育体系，努力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⑥9

医德教育铸医魂

▶▶“治未病”渐成产业

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亚健康人群已
超过 75%，民众对健康的需要正由传统、
单一的医疗医治型，向疾病防治型、保健

型转变。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多元化需求

的增加，各种社会健康养生机构大量涌
现。“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养生，我们不少客
人都是长期接受咨询和服务的。”位于郑州
市区的一家中医养生馆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
“健康管理是西方引进的概念，目前人

们所关注的中医健康管理的核心就是‘治
未病’。”河南省中医院国医健康管理中心
主任侯江红说，“真正的健康管理其实是对
生命健康全过程的管控，这个过程既是动
态的、全时段的又是全年龄段的，不仅包含
了对身体健康潜在危险因素的识别和管
理，还应关注情绪、心境等的情致管理。”侯
江红表示，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养生机构，往
往更加注重服务而缺乏专业技术。“要做好
的健康管理，需要凸显个性化，即关注个人
需求的同时，还要追溯家族健康史，同时针
对不同群体、不同职业提供更加精细化的
方案，只有做到因人、因时、因地，才能让健
康管理发挥更大的作用。”

▶▶健康管理成新增长点

曾有数据表明，每投入1元钱的健康预
防投入，平均可以减少9元药费和100元的
抢救费、误工损失、陪护费等后续投入。健
康管理产业的发展和蓬勃对于解决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有着重要的缓解作用。

目前，我国健康管理行业发展速度惊
人，国内已有超过3000家专业的健康管理
公司，其中有数家已经获得数千万美元巨
额投资。去年《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已明确提出，要“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
程”，并明确提出目标：“到2020年，所有二
级以上中医医院设立治未病科，30%的妇
幼健康服务机构提供治未病服务，所有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50%的村卫
生室开展中医健康干预服务，中医药健康
管理服务内容和覆盖人群不断扩大”。

这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作为药企厂
商，我们也希望能在未来与政府或者医院
的优质资源合作，形成更完整的产业链，打
造有特色的健康管理产业，为民众提供更
完善的健康服务。一位中药企业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

▶▶市场秩序亟待规范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主任委员
武留信曾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国健康管
理非医学机构逾 60万家，从业人员 3000
万，健康管理服务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缺
位，市场秩序比较混乱。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许多养生机构
中所谓的“健康管理师”没有任何专业资
质，大多只是经过短暂培训后就为客人进
行“专业”指导。针对这些问题，《中医药发
展“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医
养生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良执业记录
制度，将诚信经营和执业情况纳入信用信
息平台”。这意味着，我国的健康管理产业
在未来将会得到更多的规范。

“政府一定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制定更
多相关的政策配套引导健康管理行业的有
序发展，同时还要解决专业人才的缺乏问
题，培养优质的专业人才队伍。只有通过
各方努力，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健康管理，
因健康管理而受益。”侯江红建议。⑥9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提到河南的戏曲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
是豫剧、曲剧、越调这三大剧种。其实，在
我省还有不少流布区域较窄，观众和从业
人员较少的稀有剧种，他们同样承载着一
个地方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映射着当
地的风土人情。

作为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主办的河南
稀有剧种公益展演活动之一，3月 27日
晚，丝弦道《德孝情》在郑州禧仔亲子剧场
惊艳亮相，令人耳目一新。

丝弦道，由驻马店市平舆县人万道同
创立,距今已有 100多年历史。大家可曾
知道，它曾盛极一时，承载着汝河两岸人民
辉煌灿烂的记忆？

▶▶盛极一时到“劫后重生”

《德孝情》编剧、作曲陈岭先生说，丝弦
道原本是一种以琴会友、自娱自乐的坐唱
艺术形式，早期清音演唱，参与者多为文人
雅士、仕官阶层。后来，在发展过程中，融
入了“鼓子曲”和当地的民间小调，逐步演
变为有领唱、伴唱、对唱的艺术表演形式，
丝弦道也从“曲高和寡”走向千家万户，并
因演出形式轻便灵活、演出场所大小皆宜、
演出时间可长可短而深受群众青睐。据记
载，1935年，仅汝南一县，丝弦道班社就有
40多个，演员 350多人。班社遍布城乡，
广泛流行于驻马店、信阳、周口及安徽阜阳
一带，可谓盛况空前。

“随着社会变迁，丝弦道在经历短暂的
繁荣之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销声匿迹。
然而，十年动乱结束后，全国上下迎来了文

艺春天。”陈岭回忆，当时政府部门组织了
一系列抢救文化遗产的活动，一批文艺工
作者走访民间、搜集资料、整理曲目、听音
记谱……他正是其中一员。由此，“丝弦
道”被重新挖掘，再次“复出”。

2007年，丝弦道艺术被列入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平舆县丝弦道传承保
护中心也应运而生。

▶▶重现舞台“一鸣惊人”

几经沉浮，历经沧桑。再次登上舞台
的丝弦道该如何向世人展示这一古老又全
新的艺术？是赋予其鲜活的生命还是因袭
守旧简单照搬传统形式？

丝弦道这一代“传承者”选择了前
者。平舆县丝弦道传承保护中心主任田春
笋说，经过不懈努力，2014年推出的新编
丝弦道剧目《德孝情》，在参加驻马店市第
五届戏曲大赛时一鸣惊人，一举斩获演出、
编剧、导演、音乐等多项金奖。值得一提的
是，这是丝弦道有史以来首次以大型剧目
的形式登上舞台。

《德孝情》讲述了古时姜湾村，乡绅姜文
娶妻庞三春，生子安安，家庭富裕和睦，却因
小人挑拨，使得婆婆赶走三春……真相大
白，合家团圆。剧情既带乡土气，又具时代
感，完美地阐释了“真善美”这一普世价值。

导演王小更说，一部好的作品凝聚着
一个制作团队的心血。他与田春笋、陈岭
等主创人员经历了无数次思想碰撞与融
合，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
在角色设置上，以“说书人”来串戏，转幕之
间设置悬念；语言运用上，牢记地方戏的

“地方”之本；舞台呈现从美学角度出发，力

争简洁、明亮、唯美，最终呈现给观众雅韵
文气的丝弦道。

我省戏剧评论家徐则挺说，这次创新
表现在乐器配置、剧本体制、舞台调度等方
面，刷新了传统丝弦道艺术的面貌，提高了
艺术表现力。

▶▶传承发展任重道远

目前，平舆县丝弦道传承保护中心现
有演职员工46人，演出仍然以豫剧为主。
丝弦道的保护和传承仍面临资金不足、从
业人员锐减且流动性较强、人才断层现象
严重等问题。

近年来，为使丝弦道这种古老的艺术
焕发出崭新的魅力，政府和社会各界做出
了不少努力。

当地政府采取措施：通过政府购买方

式，开展“送戏下乡”“舞台艺术送农民”等活
动，一方面是解决丝弦道艺术人才生存发展
问题，另一方面是普及丝弦道，让更多观众
认识它、接受它、爱上它。此外，还给予人才
政策等支持，在人员编制方面进行倾斜。同
时，对丝弦道资料收集、挖掘整理等投入人
力、物力、财力，并整理、复排传统剧目。

在 27日晚演出结束后的专家研讨会
上，许多专家表示，人才培养是丝弦道发
展、繁荣的关键所在。要通过5至10年时
间，把丝弦道艺术的梯次形人才结构（包括
表演、乐手、编剧、作曲、导演）建立起来。

“现在政府对稀有剧种保护发展都很
重视，我们会继续挖掘整理，复排推出经典
剧目，结合戏曲进校园活动，培养年轻观
众，并有计划地向周边各省市推进、扩展，
我相信，丝弦道的明天一定会更好。”采访
过程中，田春笋始终透着满满的自信。⑥9

市场越来越旺 管理尚未跟上

健康管理产业“春天在哪里”？

古腔新韵古腔新韵““丝弦道丝弦道””

“最美路人”张楠、“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吴绪

宝、“全国最美乡村医生”马云飞……郑州澍青医

专之所以涌现出这么多优秀学子，缘于始终把医

德育人放在第一位——

□本报记者 马雯 本报通讯员 宋龙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健康的重视，多元化、多层次

的医疗服务需求日渐突出，健康管理逐渐成为被关注的热点。但

是，在需求旺盛、市场升温的背后，却存在着规范缺失、监管缺位等

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德孝情》剧照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台前县供电公司：

上门服务农业大棚种植用电安全
“多亏有供电员工帮我通上电、

接上白炽灯，这样棚内温湿度就能
稳定，优质草莓能早上市。”3 月 1
日，台前县清水河乡后方集村的黄
庆英看着大棚里娇艳欲滴的果实喜
上眉梢。

台前县后方集村大规模发展温
室大棚种植，拥有标准温室大棚地
50 多亩，种植草莓、西瓜等数十种
农产品。设施农业发展处处离不开
电——保暖、灌溉都要靠电。然而，
后方集村原有的农村电网较为薄
弱，设施农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草莓种植对大棚内的温度要求很
高，前段时间的“倒春寒”天气可愁
坏了种植户。当了解到后方集村设
施农业发展情况和用电需求后，台

前县供电公司便为设施农业分布区
域更换了老旧线路并义务为农户接
设线路、检查设备。发放宣传材料，
讲解安全用电常识，解答用电难题，
发放便民服务卡，做到及时服务。
确保大棚种植的电力供应。如今，
该辖区内所有农业用电更加可靠稳
定，温室大棚中春意浓浓，农产品丰
收在望。该公司还成立了专业服务
小分队，上门义务为农业企业检查
供电线路、更换老化刀闸等用电设
施。用电可靠，加上科技助农，果蔬
种植长势一片喜人。预计农民大棚
种植仅草莓的年产值就达到 20 万
元，供电服务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

（张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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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喜讯，3月 23日，洛阳彩民人气爆
棚，福利彩票大奖井喷，中出当期双色球一等
奖一注682万多元，二等奖3注，单注13万多
元。以及中福在线25万元大奖。

福彩老站两中百万元以上大奖

当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7033期开奖。当期双色球头奖12注，其
中，洛阳彩民揽获一注，奖金682万多元。

中奖站点位于九都路与丽新路交叉口附
近的41030103号投注站。该站点曾在2002
年中出过500万元大奖。

当期双色球该市还中出二等奖 3注，单
注奖金13万多元。分别是涧西区珠江南路
与丽春东路交叉口41038065号投注站2注，
洛龙区宜人路龙泰B区南大门41038156号
投注站1注。

新厅开业首爆25万元大奖

3月 23日 20:45，洛阳中福在线也传出
喜讯，刚营业的关林北路销售厅迎来开门红，
喜中“连环夺宝”游戏全国累积大奖25万元。

关林北路中福在线销售厅于今年3月18
日开始营业，配备有投注终端机8台。宽敞
明亮、环境舒适的中福在线销售大厅吸引了
不少新老彩民前来消遣。据了解，该中奖彩
民是个生意人，之前就特别喜欢中福在线。
近期由于生意上比较忙，就很少来销售厅投
注。前几天正好看到关林北路中福在线营业
就进来试试运气，没想到来玩儿的第二天就
中出25万元大奖。

洛阳福彩，添福添彩！福彩大奖等您
来拿！

（洛阳王龙）

焦作福彩中福在线喜讯频传
三天狂出三注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