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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牙缺失已成为中老年人健康杀手！

牙齿好，身体才好。
据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我国65-74岁老年人中86.1%有牙齿缺失，目前
仅近30%接受缺牙修复。若不及时对缺牙进行修
复，会产生怎样的危害呢？

美国口腔健康一权威研究机构公布了一组数
据，表明了牙齿缺失产生的危害：

1、得肠胃病几率高50%；
2、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几率高

43%；
3、得早衰或老年痴呆几率高40%；
4、牙齿掉光的老人，死亡率远远高于拥有20

颗牙齿的老人；
5、在70岁时牙齿大部分脱落的老人，短期内

出现行动不便的可能性提高70%。
数据还表明，牙齿完整的人寿命要比牙齿缺

失的人长。这些数据让人警醒，重视牙齿健康，更
能拥有健康长寿的生命。那么牙齿缺失应该怎么
办呢？

修复失牙的方法包括佩戴活动假牙、固定桥
修复（即烤瓷牙）和种植牙三种。而现代口腔医学
界公认的缺牙优选修复方式——种植牙，稳定牢
固、舒适美观，能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挽救和弥补
牙缺失带来的危害和缺陷，间接减缓身体器官的
衰老。

为了让更多缺牙患者恢复正常咀嚼功能，茁
悦口腔从即日起至10月31日，将对种植顾客进行
援助，凡在此期间到院均可享受优惠，此外还会得
到中国台湾、成都、重庆两岸三地的口腔专家进行
多学科（MDT) 的面对面咨询，详情可拨打
028-96111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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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10日空气质量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8—78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16时）
AQI指数 23 空气质量 优
优：巴中、遂宁、马尔康、西昌、绵阳、康定、南
充、广元、内江、德阳、达州、广安、资阳、泸
州、自贡、宜宾、雅安、乐山、眉山
良：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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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119期开奖
结果：2665036，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
万元；二等奖9注，每注奖金33414元；三等
奖84注，每注奖金1800元。（994.9万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276期开奖
结果：093 直选：3554（185）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
6：4316（244）注，每注奖金173元。（608.5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276期开奖
结果：09381 一等奖：24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7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149期：
11301331030000

黄倩雯和其他同学一起
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的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在
大凉山地区进行支教帮扶，并
助推四川大学在甘洛县设立
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这5年 获得感
黄倩雯在支教和扶贫帮

扶中收获了圆梦的成就感。
现在，她盼望着党的十九大
召开，盼望着青年人在新航
向中找到自己的路，去追逐
理想。

黄倩雯身后的屏幕上，滚动显
示着照片，一张又一张红扑扑

的小脸和小手、渴望的眼神、纯真的笑
容、简单的文具……都是黄倩雯从四川
大凉山地区捕捉的画面，也是她亲历过
的回忆。

9 月，黄倩雯带着这些照片和她的
故事，登上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团省
委、省妇联联合主办的“圆梦中国人”百
姓宣讲台。以四川大学第 17 届研究生
支教团团长的身份，黄倩雯分享了把个
人梦想融入国家和民族伟大梦想之中，
收获的幸福与感动，她盼望着党的十九
大顺利召开，在“中国梦”中追逐自己扶
贫济困的理想。

大学生支教
公益项目共资助109个学生

“支教于我而言，不仅是一次特别
的人生经历，还是无价的人生财富，期
间经历的感动、感恩让我更成熟，更懂
生命。”黄倩雯从自己的收获开头，回忆
起2015年夏天。那时她和其他同学一
起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
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在大凉山地区进行
为期一年的支教帮扶。

黄倩雯所在的支教团，由四川大
学的23个90后大学生组成，负责教育
帮扶昭觉、美姑和甘洛三个县。“虽然
提前做过心理准备，但到了目的地看
到眼前的一切，还是忍不住悸动。”她
说，一餐只有土豆的午饭，化肥袋子改
成的书包，零下五度依然只穿着单衣
凉鞋的孩子，这些情景让心底止不住
涌出酸楚。

因而，在完成上课的教学任务外，
黄倩雯等人主动揽下更多事情。2015
年11月，她所带的班级出现大量孩子外
出打工而失学的情况，“这些孩子大多

是被同乡带进城的。孩子见到从外边
打工回来的人，穿得比自己好，吃得也
比自己好，便心动了。”

当时，支教团通过公益项目共资助
109个学生，黄倩雯和同伴每天挨家挨
户上门做家长和孩子的思想工作，说服
孩子继续读书，“除了一个小姑娘没回
来，其他人都回来了。”每次想起那个小
姑娘，黄倩雯都觉得惋惜，“那是我们班
上成绩拔尖的学生，特别乖。”

诸如此类的事情，激励着黄倩雯，
“失学不仅是教育观念的问题，贫困才
是根源。”她深刻认识到，教育不是孤
立的，只有让当地人真正在经济上富
起来，才能解决教育问题。黄倩雯把
自己的想法分享给支教团成员，引起
了大家的共鸣，他们尝试探索扶贫帮
扶的办法，迫切希望帮助当地人改变
生活状态。

做调研报告
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落户甘洛

计划从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开始
实施，黄倩雯带队的90后支教团利用休
息时间，开始深入当地农户家庭，调查
现状和了解需求。在当地，从学校到县
城，或从学校到孩子家里，一百多公里
的山路时常要花费八九个小时，黄倩雯
笑称：“那段时间，我总是微信运动步数
排名榜首的人。”

辛苦换来的，是一份详实的考察报
告，还有支教团提出的在凉山支教地建

立创客基地的设想。“我们想把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很多想法带到当地的扶贫
工作中来。”黄倩雯说，一方面通过大学
生组建销售团队，搭建川大创客达人与
当地农户的沟通平台，将当地的土豆、
黑山猪等特色农产品精细化包装后，进
行市场销售。另一方面，依托彝族的优
秀民族文化，组织艺术设计专业的川大
学子到凉山写生，提取特有的文化符号
与民俗元素，发掘出更多具有当地特色
的文化创意产品。

可喜的是，黄倩雯把报告和方案报
送给川大校团委后，得到了学校的充分
肯定与大力支持。2016年6月，四川大
学代表师生一起到甘洛县开展了实地
考察调研，大学生创客基地与当地政府
达成共识，并正式在甘洛县挂牌设立四
川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同年10
月，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副校长李旭
锋率队到了甘洛县开展对口帮扶甘洛
县“扶贫日”系列活动，深入考察调研学
校对口扶贫情况，并开展帮扶慰问、捐
赠与帮扶指导等，川大与甘洛校地智力
扶贫的桥梁越来越通达。

吃土豆扶贫
帮助一个乡卖出10万斤核桃

上个月，四川大学的“土豆宴”一度
成为舆论热点，学校各校区的食堂开辟
了一个“土豆”专属窗口，原味土豆、土
豆泥、麻辣土豆、孜然土豆、白味酸菜土
豆、干锅土豆……卖的只有土豆，此外

还有专门销售新鲜土豆的摊位摆在校
内，全校师生每天消耗的土豆超过2吨。

这些土豆正是来自甘洛县，是川大
实施精准扶贫的定点项目。黄倩雯也
是“吃土豆扶贫”的人之一，“我本来就
挺喜欢吃土豆，现在吃起来，感觉味道
更好了。”在来自甘洛县的土豆里，她吃
到了幸福的味道。

除了土豆，还有更多东西牵引出黄
倩雯的幸福感。如今，四川大学-甘洛

“青年创客空间”里，四川大学创新创业
学生团队结合甘洛县区域特色开展的
农产品、刺绣工坊、文化皮雕开发、工业
物联网升级服务等双创项目如火如
荼。今年8月，一支创业团队建立的电
子商务服务中心，帮助甘洛县则拉乡统
一包装销售了10万斤鲜核桃。

“一年的支教生活很短，却足以做
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收获终身受益的
幸福和满足。”黄倩雯觉得，支教一年的
时间或许并不能给当地带来翻天覆地
的改变，但是支教团将一届又一届地无
限延续，“凭一口气，点一盏灯，念念不
忘，必有回响。”

得益于国家对创新创业的政策帮
扶，以及对口扶贫的各种激励，90后大
学生黄倩雯在支教和扶贫帮扶中收获
了圆梦的成就感。现在，她盼望着党
的十九大召开，盼望着青年人在新航
向中找到自己的路，能够把个人梦想
融入国家和民族伟大梦想之中，追逐
理想。

人物
名片 黄倩雯

四川大学第17届研究
生支教团团长，作为90后，
和同学一起，把大学生创新
创业的想法带入当地的扶贫
帮扶，搭建起校地智力扶贫
桥梁。并登上四川省委宣传
部、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
联联合主办的“圆梦中国人”
百姓宣讲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90后女大学生大凉山支教
给当地“带”去个大学生创客基地

黄倩雯与支教班级学生合影。受访者供图

全面两孩时代，为何儿科看病
难？如何留住儿科医务人员、

并鼓励更多的医疗力量倾斜到儿科岗
位？10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成都市政府网站获悉，成都市卫
计委、发改委、教委、财政局等八部门联
合发文，出台《成都市加强儿童医疗卫生
服务改革与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提到，到2020年成都市将累

计招收儿科专业住院规范化培训医师
300名左右，对参加转岗培训合格、转岗
到儿科岗位的医生至少给予1.5万元补
助，同时要提高儿科医务人员薪酬。

增加儿童病房和病床

预计到2020年，100%的二级乙等
及以上综合医院设置独立的儿科门诊，
二级甲等及以上综合医院设置独立的儿
科病房，病床数（含新生儿病床）达到医
院编制床位的5%以上，儿童就医需求
较大的地区可设置独立的儿童医院。
100%的区（市）县人民医院设置独立的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100%的妇
幼保健院设置独立的新生儿科及100%
新生儿片区急救点设置新生儿重症监护
病房（NICU）。

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
数达到 0.8 名，每千名儿童床位数增加

到 2.5 张，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至少有 1 名全科医生提供规
范的儿童基本医疗服务，满足日益增长、
多元化的儿童医疗卫生需求。

开展儿科医师转岗培训

围绕有效解决儿科人才短缺问
题，《方案》指明了推进儿科医学人才
培养、扩大儿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规模、开展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三
个方向。

“十三五”期间，成都市力争每个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
1名全科医生参加儿科诊疗服务能力
培训。鼓励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
儿科在职人员参加本科及以上各类学
历教育。

开展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强化儿科
医师转岗培训工作，“十三五”期间至少
完成150名医师转岗培训，使其熟练、系
统掌握儿科专业知识和技能。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为加大对儿
科医师转岗培训支持力度，同级财政对
参加转岗培训合格且转岗到儿科岗位的
医生至少给予 1.5 万元补助。

提高儿科医务人员薪酬

此次《方案》对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领
域也做了相应改革，包括合理调整儿科

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儿科医务人员薪酬
待遇等。

成都提出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薪
酬水平，在医疗机构内部分配中，充分考
虑儿科工作特点，强化岗位合理工作量、
服务质量、行为规范、技术能力、医德医
风和患者满意度等考核，儿科医务人员
（含儿科医师和儿科护士）薪酬至少达到
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平均薪酬水平的
1.2至1.5倍，提升儿科医务人员岗位吸
引力。此外，对儿科门诊急诊，同级财政
将按每人次4元的标准，给予医疗机构
专项补助。

成都缓解“儿科医生荒”

儿科医生薪酬将达平均水平1.5倍

儿医
有多荒？

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初公布
的数字显示，我国共有儿童医院 99
所，设置儿科的医疗机构共有35950
个。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
数为11.8万人，每千名0至14岁儿
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
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1.46人。

儿医
为何荒？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
局长焦雅辉认为，儿科具有职业风险
高、薪酬待遇低、医患矛盾多、工作时
间长、负荷重等特点，长期以来儿科
医疗服务价格和薪酬待遇与其职业
特点不相符，儿科医务人员流失较
多。总结而言，便是“钱”“累”“患”三
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
杰 实习生 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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