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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 省委外宣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 介绍刚出台的 《关于对武陵山
片区农村基层教育卫生人才发展提供
重点支持的若干意见》 相关情况。 会
上， 省教育厅、 省卫生厅、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 《若干意见》
的实施细则回答了记者提问。

每年为片区免费培训
500名以上农村骨干教师

记者： 如何大力推进片区农村教
师人才素质提升工程？

省教育厅： 大力推进片区农村教
师人才素质提升工程， 是 《若干意见》
的重要内容之一。 主要目的是通过统
筹整合相关项目资源， 加大培训培养
力度， 不断提高片区农村教师人才素
质。

1、 实施岗位全员培训计划。 主要
是明确省教育厅在国家、 省级中小学
教师培训专项计划中， 每年要为片区
免费培训人数不少于500名的农村骨
干教师。 同时要求片区市州或县市区，
力争用5年时间， 将45岁以下的农村教
师普遍培训一遍。

2、 实施本土人才定向培养工程。
继续实施片区农村中小学教师公费定
向培养计划。 继续从片区本地户籍考
生中招录一批定向师范类大学生， 培
养前签订协议， 毕业后到片区农村中
小学校就业服务， 服务期限不低于5
年。

3、 要求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
程中各类培训项目， 向片区农村急需
紧缺学科专业教师倾斜。 中小学教师
国家级培训计划中面向我省的“中西
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主要向片
区倾斜。 在实施岗位全员培训计划时，
要帮助经费困难的农村中小学校解决
培训对象培训期间的交通、 生活补贴。

4、 积极支持片区农村中小学校在
岗教师提升学历层次。 鼓励在岗教师
通过成人高等教育等途径获得从事本
职相关专业的大专以上学历。 取得文
凭后， 县级教育部门和所在单位可给
予适当学费补助。 在岗人员经批准参
加脱产培训学习期间， 发放基本工资，
在岗培训时间连续计算工作年限。

1至2所三级医院负责
对口支援片区1所县级医院

记者： 如何开展片区农村卫生院
对口支援帮扶工作？

省卫生厅： 开展片区农村卫生院
对口支援帮扶工作， 主要是通过外部
力量加强对片区农村卫生院的支持，
缓解片区医生紧缺、 医疗水平亟待提

高的矛盾。
1、 健全完善片区内城市 （含县

城） 医院支援农村卫生工作制度。 片
区所在市州或县市区卫生部门， 每年
要组织一批城市医疗技术人员到乡镇
卫生院开展医疗服务。 片区内县城以
上城区 （含县城） 医师， 须有1年以上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经历， 方可评聘
为中级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片区县
级卫生部门和单位补充工作人员， 原
则上从本系统具有3年以上农村基层工
作经历的人员中选拔。

2、 健全完善省、 市、 县、 乡医疗
卫生机构对口支援制度。 由省卫生厅
组织实施， 安排1-2所三级医院负责
对口支援片区县市1所县级医院。 以受
援县市现有乡镇数为基数， 以3-5年
为一个周期， 在周期内， 从支援医院
派出相应数量的医疗技术人员到该县
市县级医院工作半年以上。 受援医院
同时派出相应数量的医疗卫生技术人
员到本县市农村卫生院工作半年以上。
也可根据受援医院需求， 由支援医院
对受援医院医疗专科建设在人、 财、
物方面予以支持帮扶、 管理指导。

紧缺人才服务片区
5年以上补助3-10万元

记者： 如何支持片区农村开展人
才引进和激励？

省人社厅： 为尽快解决片区农村
缺医少教的问题， 省委、 省政府决定
采取措施， 帮助片区引进和激励人才。

1、 实施片区农村中小学校、 乡镇
卫生院紧缺骨干人才引进资助计划。
片区农村中小学校、 乡镇卫生院引进
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学历或中级
以上职称的急需紧缺骨干人才， 签订5
年以上服务合同且服务期间年度考核
合格的， 给予3万元补助； 片区县级医
院引进急需紧缺、 具有高级职称的拔
尖人才， 签订5年以上服务合同的， 给
予10万元补助； 应届大学毕业生招聘
到片区乡镇卫生院工作， 签订5年以上
合同的， 给予大学期间定额学费补偿
（学费贷款代偿）。 补助或学费补偿分5

年逐年支付， 省财政补助所需经费的
60%。

2、 支持片区开展特岗招聘项目。
一是国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特设岗位计划给予我省的指标， 重点
向片区农村倾斜。 鼓励更多的片区籍
考生参加本县市区特岗教师招聘。 鼓
励片区所在市州启动本级面向农村基
层的“特岗计划”。 二是组织实施我省
执业医师招聘项目。 到2015年， 要为
片区没有执业医师的乡镇卫生院至少
配备1名执业医师， 招聘执业医师5年
聘期满后， 鼓励其继续扎根农村服务，
在有编制的情况下， 相关部门和单位
要为其办理正式入编手续。

3、 加强柔性人才和智力引进工
作。 鼓励支持身体健康具有中级以上
职称的退休教师、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到片区农村中小学校、 乡镇卫生院服
务。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和“万名
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 等项目， 指
标分配向片区农村倾斜； “万名专家
服务基层”、 境内外引智工程等项目重
点面向片区农村基层。

4、 在职称评聘方面予以适当倾
斜。 设置一定数量的“武陵山片区特
聘中高级职称岗位”， 专门用于解决基
本符合条件， 长期在片区农村工作的
专业技术人员评聘中高级职称难的问
题。 评聘片区农村教育、 卫生系列特
聘中高级职称， 适当放宽论文、 学历、
计算机应用能力等条件， 外语水平不
作必备条件。 受聘的特聘中高级职称
岗位在聘用期内， 享受中高级职称聘
用岗位同等待遇。

增设片区农村基层
教卫人才津贴

记者： 为什么要建立片区农村基
层教卫人才津贴？ 如何从资金投入上
保障人才津贴落实到位？

省财政厅 ： 《若干意见》 提出，
在奖励性绩效工资中增设“片区农村
基层教卫人才津贴”， 主要是为具有初
级以上职称 （含初级） 的在编在岗教

师， 在片区农村中小学校 （教学点）
工作期间， 按学校在自然村寨、 村委
会所在地、 乡镇政府所在地 （不含县
城关镇） 三类情况， 分别给予每人每
月不低于700元、 500元、 300元的人
才津贴。 具有初级以上职称 （含初级）
的在编在岗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在片
区农村卫生院工作期间， 给予每人每
月不低于300元的人才津贴。 这项政
策在整个 《若干意见》 中是核心内容，
也是基层最盼望、 政策含金量最高的
内容。

设立这个人才津贴， 集中体现了
省委、 省政府对在边远地区工作的教
卫人才的高度重视和真情关怀。 省级
财政拿大头对所需经费给予补助， 确
保省委、 省政府为片区开具的这份民
生“大单” 全额兑现。 当然， 片区的
县市区对需要本级财政配套的部分，
也要不讲困难、 不讲条件， 保证配套
落实到位。

片区农村教卫人员编制
给予适当倾斜

记者： 编制部门如何在政策上支
持片区农村教卫人才的发展？

省编办： 支持片区农村教卫人才
的发展， 编制部门将从政策上尽力支
持片区农村教卫人才的发展。

1、 对片区农村中小学、 乡镇卫生
院的人员编制， 在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的核编标准范围内， 可按相关核编比
例的上限核定人员编制， 其中片区农
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按县镇中小学核
编标准核定。

2、 有效盘活用好农村中小学校、
乡镇卫生院现有编制资源。 进一步优
化片区农村中小学校、 乡镇卫生院人
员结构， 提高片区农村中小学校、 乡
镇卫生院从业人员水平。 经有关部门
同意， 对考核认定为不适应教学、 医
疗卫生工作的教师、 医务人员， 5年内
对经培训仍不适应工作要求的， 要实
行转岗、 分流， 切实让编制资源在促
进片区农村教育、 卫生事业发展方面
发挥更加积极有效作用。

本报记者 段涵敏

没有任何征兆， 来不及躲
避，25岁的护士张美被刚入院的
患者重重推倒在地，委屈的泪水
止不住往下流。 男护士杨伟波闻
讯赶来制止， 被病人抓伤左臂，
鲜血直流。 张美经放射科检查为
软组织挫伤，两人检查完后又忍
痛继续上班。

这是日前发生在省脑科医
院精神科3病室的一幕。 护士长
危美芝说， 作为精神科医护人
员，被患者打骂，甚至打伤，是家
常便饭。 就在今年3月的一个晚
上，科室的一个男护士被患者踢
中膝关节， 抽出20毫升积血，住
了1个星期的院。

工作16年来，危美芝已记不
清自己被患者辱骂、咬伤、踢伤
过多少次， 让她记忆犹新的是，
有一次去接一位拒绝回院的小
患者，还被当作人贩子送到了派
出所。

那是2010年夏天的一个周
日，危美芝在家刚吃完午饭就接
到一个电话，病房里14岁的女患
者小美，在奶奶的陪同下外出吃
饭后，拒绝回医院，并独自登上
了去往汽车南站的车。 当危美芝
和一位男护士赶到汽车南站，找
到小美后，正准备要把她带回医
院，不料小美一口咬到危美芝的
右侧手臂， 并大声呼喊救命，说
他们是人贩子。

“当时已经顾不上疼痛，一
边耐心地安抚患者，一边给周围
的群众解释。 ”危美芝说，由于是
从家里匆匆忙忙出来，两个人都
没有带工作证，围观群众不能识
别他们的身份， 拨打110把他们
送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说明情
况后， 医院派车才把大家接回
来。

在这里，医护人员被突袭的
几率非常高，几乎每个人都曾经

被患者打骂， 每个人的手上，都
有被抓、咬的痕迹。 为此，医院每
个月对被挨打致外伤的医护人
员进行通报表扬， 并给予每人
100元奖励。 这是大家口里说的

“挨打费”，护士们说，其实是保
健费。 记者粗略统计一下，该院
仅3月份就发生了7起医护人员
被患者严重打伤的事件。

面对特殊的病人，注定了护
士需要付出更多。 除了为病人洗
脸、梳头、剪指甲等，患者吃药
时，护士们要站在旁边拿着杯子
一个个看着，吃完后还要检查药
是不是被咽了下去。 吃饭时，有
的患者需要护士一口口喂，有时
候正喂饭， 突然被患者吐一脸，
只能擦净脸继续喂；有时候突然
就被患者吐口水； 有些女患者，
连卫生巾都要靠护士帮她们换
……

3病室有60个床位， 危美芝
手下只有16名护士， 其中7个男
护士。 因为人手有限，每个护士
隔4天就要值一个晚班和夜班，
上夜班的时候，一位女护士必须
配一位男护士一起，每隔15分钟
在病房巡视一圈。

虽然工作辛苦，但也有开心
的时候。 危美芝说，患者在神志
不清时动手打人，但当他们恢复
清醒时， 其实会特别自责和内
疚。 有一次，她为了协助一个有
着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治疗，
被患者重拳打青了眼睛。 当病人
康复出院时， 特地找到她道歉，
这让她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了。

作为护士长，危美芝常常为
护士们的婚姻操心，特别是男护
士。“工资不高，工作辛苦，相亲
对象听说工作单位，见一面就没
有下文了。 ”她希望社会消除对
患者的歧视，同时也能消除对精
神科医护人员的歧视。 他们和患
者一样，都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温
暖。

本报 5月 23日 讯 （记 者
李伟锋 通讯员 汤笛声 张朝晖
王琴 ）今天下午，郴州市苏仙区
白露塘镇塘湾村70多岁的首云
祥老汉尝了一回鲜：用银联卡在
村部的电力缴费POS机上轻轻一
刷，家里的电费就算缴完了。

看着眼前这个电话机大小
的缴费机，首大爷直言“好”。 他
告诉记者，以前缴电费要跑到镇
上，费时费力，老年人尤其不方
便。 现在村里有好几台这样的机
器，想缴电费随时都可以。

今年年初， 苏仙区电力局在
其供电范围内实施“村村有缴费
网点”行动，着力打造农村“十分
钟缴费圈”。 该局与银联部门合作
开发小型自助缴费终端， 在每个
行政村开设自助缴费网点， 方便

农村居民缴纳电费。不到3个月时
间， 苏仙区114个行政村设立了
385个自助缴费网点。用户只需输
入自家电表编码， 用银联卡即可
在自助缴费终端上完成缴费；也
可像缴纳通讯费一样， 用电力部
门开发的充值卡缴纳电费。 网点
设置上，主要集中在人流量大，出
入方便的公共场所； 部分边远地
方，甚至延伸到了村组。

据悉，这是华中电网供电范
围的6省（市）中，第一个实现自
动缴费网点村村覆盖的县（区）。
省电力公司营销部负责人介绍，
村村设缴费网点，既方便广大农
村客户， 也减轻了工作人员催
费、收费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
效率；待时机成熟后，这一模式
将在全省推广。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为李琪授勋。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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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姚涤非 施泉江

为了和平，曾两次代表祖国在国外
执行维和任务。

他，就是“湖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
者、省公安厅警令部特警队队长李琪。

2002年，他通过层层考核，成为一
名联合国维和警察，被中国政府派往东
帝汶执行维和任务。

2011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由湖南
省公安机关单独组建一支维和警队。他
被任命为警队队长，带领队员前往非洲
利比里亚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 出发
时，李琪妻子已怀有8个月身孕。

关山迢迢，远隔重洋，异国他乡，条
件艰苦。 利比里亚一年只分旱雨两季。
旱季缺水缺电，用电靠自己买来发电机
发电，喝水要到超市买矿泉水。 平时吃
的都是罐头食品，蔬菜奇缺，只能靠自
己种植。 雨季道路泥泞不堪，汽车排气
管像烟囱一样通往上面。 最可怕的是，

17个队员， 有15个感染过疟疾和伤寒。
李琪先后感染过两次。

2011年至2012年， 正值利比里亚
举行总统大选，政局动荡，治安混乱。李
琪带领维和警队， 承担了比以往更危
险、更复杂的任务。 打砸抢每天都会发
生，李琪和战友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危
险之中。

局势最紧张的时候， 噩耗传来。
2011年10月1日，李琪母亲因患肺癌去
世。 当时利比里亚爆发了大规模骚乱，
作为警队队长，为了稳定军心，李琪强
忍悲痛，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而
此前的9月26日，李琪的小孩出生。他不
仅没能见到孩子第一面，也没能见到母
亲最后一面，负疚的心情可想而知。

付出，得到了肯定和回报。 2012年
7月维和任务结束时， 联合国驻利比里
亚特派团为中国维和警队全体队员授
予和平勋章；公安部对维和警队通令嘉
奖。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专门致函国
内，要求为湖南维和警队请功。

两次赴国外维和 ———记“湖南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李琪

———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对武陵山片区农村基层教育卫生人才发展
提供重点支持的若干意见》实施细则答记者问

特殊护理显真情
———精神病房探访录之四

村村设有POS机，华中电网第一个

苏仙区村民足不出村缴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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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因缺钱请客吃饭，竟去扒
窃，5月13日， 醴陵市的李国平、谢
堂中、黄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此
三人是朋友，1月26日10时许，谢
堂中、黄战要李国平请客吃饭。 李
国平答应了，但却手中无钱，便提
议三人一起去扒窃搞“饭钱”。三人
按照约定来到醴陵市汽车西站，窜
上一辆开往醴陵市神福港镇的中
巴车，伺机进行扒窃。 车行至醴陵
市殡仪馆附近时，谢堂中向坐在其
旁边的张某下手， 不但未扒到钱，
反而当场被醴陵市公安局反扒队
员抓获。 李、谢二人均被醴陵市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5000元；黄战被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3000元。 郭秀峰

▲ 5月6日下午， 宁远县清
水桥镇上山采竹笋迷路被困30
余小时的4名村民获救。 5月5日
早上6时许， 该镇泉井眼村民邓
次兰、 欧阳雪平等4人上山采竹
笋，到傍晚时也不见回家，家人
心急如焚， 多次上山寻人未果。
次日中午，得知情况后，清水桥
镇政府立即组织30余人进山搜
救。 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苦搜寻，
在一处深山坳里找到了4人。 原
来4人在深山中迷了路， 又没有
办法联系家人， 只得露宿山野，
等待救援。 骆力军

▲ 5月13日，衡南县车江实
验小学一名家长来信说：我的孩

子在该校上三年级，因为离学校
比较远， 便在学校边上租了房
子，由老人陪读，回家走路不到5
分钟。 可学校却强制要交500元
钱在学校吃中饭，说我孩子的户
口不是学校周边的，只有周边的
学生才能回家吃中饭。 这样的规
定，真是加重我们老百姓的负担
啊！ 轶民

▲5月10日上午， 我将车停
在长沙市蔡锷北路泊富国际售
楼部斜对面的停车场 （露天空
地）， 停车时间为1小时5分钟。
当办完事情取车时，被告知要收
停车费20元。 我当时就对收费如
此之高产生了质疑，但是还是交
了20元，并索取了停车票。 拿到
停车票后，我发现停车票上盖的
财务章是“陋园宾馆”的。 我到陋
园宾馆前台咨询， 工作人员告
知：“该停车场地与我们没什么
关系，是私人搞的。 ”我接着问：
“那为什么发票是你们这里的？ ”
工作人员答复说：“他们在我们
这里买的。 ”我多方了解，该停车
场地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未取得
物价审批，没有收费许可证。 请
求相关部门查处。 陈丹林

专栏编辑 欧金玉

上车行窃，竟因无钱请客
采笋迷路，幸得干群相救

邮箱 qgb4329322@sina.com

三湘 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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